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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模拟医学评审专家观摩课堂教学

临床教学课堂场景

二级学科

人才培养

临床医学二级学科阶段包含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

科学、神经病学、皮肤病与性病学、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麻

醉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肿瘤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等专业。

学生可在各附属医院、教学医院选择，完成二级学科培养计划。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阶段以核心课程为基础，重视医学生临床

思维训练和综合能力培养，开展问题导向、案例导向的小班讨论

式教学；重视实验实践教学，开展综合性和自主设计性实验。

重视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开展创新人才计划，鼓励进入实验

室开展科研训练；强调早期接触临床，利用临床模拟实验教学中

心加强临床技能训练，强化临床见习和实习，培养学生临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设自选学习项目课程，学生可在固定时间内选择短期境外

交流、科研训练和选科实习等，现与医学部签订公派短期境外交

流项目的海外（境外）著名院校数十所，八年制学生境外交流人

数比例达 50% 以上。

精品课程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通识教育

（北大本部）

英语、化学、物理、数学、计算机概论、思想

政治理论课、军事理论、普通生物学、医学

史、体育、医学导论等

医学基础课程

（医学部）

1.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生

物化学、医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医学免

疫学、医学遗传学、医学寄生虫学、病理生理

学、病理学、药理学、局部解剖学、神经生物

学、生物统计学、预防医学、流行病学、卫生

法学、医学心理学、创新性思维训练课程、创

新性综合实验、创新能力培养课程；（采用传

统大课+由学生主导的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相结合）

2.（从大一即开始）设置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在基础医学课程学习阶段可自主选择导师进行

早期科研学习（其中八年制学生均要求参加，

五年制学生可自主选择是否参加）

注：八年制与五年制在选修课程要求上有所不

同，科研训练贯穿始终

临床医学课程

（临床医院）

体检诊断学、实验诊断学、医学影像学、外科

总论、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

传染病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眼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皮肤病及性病学、中医及针灸

学、口腔科学、临床沟通技巧、全科医学等

实习实践
八年制进行专业实习，合格者进入二级学科培

养及学位论文训练；五年制进行毕业实习

近年毕业生主要去向

就

业

单

位

一

览

医疗卫生

单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积水潭医

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中国

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西安交

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

教学科研

单位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南京医科

大学、广西科技大学等

国家机关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中共莆田市委组

织部、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国有企业
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等

医药企业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天士

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境

外

深

造

英国：剑桥大学

瑞士：日内瓦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

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维克森林大学、梅

奥诊所等

毕业去向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通过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到医院、

教学、科研、管理、医药公司等单位工作。近五年来，八年制博

士毕业生中有一半以上进入北医附属或教学医院工作，其余毕业

生主要在北京其他三甲医院和各省级三甲医院工作。部分学生选

择出国深造、进入科研院所或卫生监管部门、医药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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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程

课程类型 部分课程一览

公共必修课与平台类课程

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

学、普通化学实验、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实验、普通生物学、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理论、医学

技术史、体育、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医学心理学、传播学

概论、伦理学概论、自然辩证

法概论

生物医学类课程

组织学与胚胎学、人体解剖学、

生物化学、生理学、医学遗传

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寄生

虫学、药理学、病理学、病理

生理学

临床医学类课程

体检诊断学、实验诊断学、医学

影像学、中医学基础、内科学、

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

经病学、传染病学、全科医学概

论、临床肿瘤学、眼科学、耳鼻

喉科学、皮肤科学、口腔科学、

精神病学、职业病学、临床实习

预防医学专业课程

公共卫生领导力科学、卫生化

学、社会医学、卫生法学、卫生

事业管理、流行病学、卫生统计

学、卫生毒理学、职业卫生学、

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

学、儿少卫生学、妇幼保健学、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公共卫生

传播学、全球健康

特色课程 部分课程一览

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 健康传播理论与方法（钮文异）

国家级精品课程 流行病学（胡永华）

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流行病学基础（一）

（吴涛、李立明）

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流行病学基础（二）

（吴涛、曹卫华）

医药学研究生精品课程 流行病学研究方法I（胡永华）

学堂在线慕课课程 身边的营养学（许雅君）

毕业前景

近年来毕业生主要方向

就

业

单

一

览

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

国家卫健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食

药监督、北京市卫健委、省级组织部选调或

人才引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等三甲医院、

国家各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国家各级卫

生监督、地方海关

国有企业
国药集团、华润医药、中粮集团、

中信金石等

外企、合资
企业、民营
企业等

葛兰素史克、强生、辉瑞、拜耳、西安杨

森、乐普医疗、礼来中国、泰康等

国

内

升

学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基础医学院、经济学院、交

叉学科研究院、法学院、汇丰商学院、人口

研究所等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

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

境

外

深

造

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杜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乔治亚大学等

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

诺里丁大学、谢菲尔德大学

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

加拿大：圣文森特山大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昆士兰大学

香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预防医学专业就业领域广泛。学生毕业后，既可选择到高校、

科研院所和三甲医院等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也可选

择到各级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慢性病医院等专业机构从事疾病

预防和控制工作；亦可报考国家公务员，选择到各级卫健委、卫

生监督机构、药监局、环境保护与监测机构等从事行政管理、监

督执法和政策制定等工作。近年来，还有一定比例的毕业生选择

到金融、网络、医药公司和经济等领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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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书记寄语

院友风采

“上医治未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引领现代公共卫生发

展，致力于服务健康中国建设和全球卫生，培养疾病预防与控

制、环境与健康、全球卫生、妇幼儿少健康、食品卫生与营养

和卫生事业管理等领域的高端人才。历经70年积淀的公共卫生

学院，以其雄厚的师资队伍、遍布海内外的优秀毕业生声誉和

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学术研究，而享誉国内外。她是公共卫生

人才成长和成才的沃土，是实现促进人类健康和发展梦想的家

园。她诚邀和欢迎各位优秀学子，为建设一个更加健康和美丽

的世界共同努力！

北大公卫人心系全民健康，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期待你加入，

和我们一起奋斗。

孟庆跃
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郝卫东
公共卫生学院党委书记、

毒理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教学名师

一个国家的公众健康水平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卫生保健水

平的标志，更是社会文明程度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反映。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就是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的专业，难道

你不想加入吗？

李立明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欧亚科学院院士

公共卫生是一项在服务社会、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

我的伟大事业，欢迎有志者加盟。

郭岩
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卫生是健康的保障，健康是人类的追求与向往，完善卫生保障，

预防疾病，维系健康，促进健康是本专业最显著的特征。

胡永华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教学名师

以预防疾病、守护健康为己任，我们不断砥砺前行！祖国的

预防医学发展任重而道远，欢迎有理想、有担当的你给预防

医学注入新的活力。

许雅君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

名师寄语

陈君石

林惠青

唐金陵

王晓斌

李国华

刘剑君

谢  文

管仲军

莫  锋

1952 级本科，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研究员、科技总顾问

1977 级本科，教育部原副部长

1977 级本科，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78 级本科，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早期疾病起源中心主任、教授

1979 级本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80 级本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1985 级本科，美国匹兹堡大学药理中心主任、教授

1985 级本科，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

1998 级本科，中共翁牛特旗委员会副书记，首届“中

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获得者

网址：http://sph.pku.edu.cn

电话：010-82801620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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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学系

The Department of 
Medcine Laboratory

院系简介 

医学检验学系依托于北京大学及各个附属、教学医院多年来

积累的强大的检验专业基础及医教研资源，师资力量雄厚。多个

医院的检验科一直承担着北京大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的教学工

作，以及医院护理部、医学实验课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层培训、继续教育等各层次教学任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虽然是

一个年轻的学科方向，但是其具体的医学检验学科内容却在北京

大学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过去近百年积累了深厚的学科实力。

北京大学医学部于 1989 年开始独立招收医学检验本科生，

是国内较早进行检验本科招生的医学院校，毕业生为临床检验医

师。2009 年更改为北京大学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招生，培养医学检

验技术专业人才，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医学部基于深

化教学改革、整合教学资源、突出整体优势的战略思想成立了医

学检验学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夏铁安主任担任第一届检

验学系主任，第二届学系主任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检验科张捷主

专业介绍

人才培养

医学检验技术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一门桥梁学科、

交叉学科，它运用物理学、化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

学等多学科的实验技术和现代化仪器，对人体的血液、体液、分

泌物等进行实验室检查，以获得反映病原体、病理变化和脏器功

能状态等资料，为疾病的预防、诊断、鉴别诊断、治疗监测和预

后评估以及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是医学领域中不可缺少的重

要部分。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培养适应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具

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有较强的临床医学检验实际工作能力，

有初步的科研工作能力，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发展潜能，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临床检验专门人才。

检验医学的人才培养充分利用并依托北京大学本部、医学部

以及各附属、教学医院的强大基础及医疗相关资源，由医学部医

学检验学学系统筹安排，整和医学部教学资源，师资力量雄厚，

成就了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雄厚的医学

基础知识、丰富的检验医学知识。毕业生将具备较强的技术操作

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缜密的思维能力；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高度的工作责任心、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必将成为临床检验医

学以及其它相关专业的优秀技术人才、中坚力量。

主要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 主要课程一览

综合素质课程

大学英语、体育、政治理论课、大学计算机、

军事理论、生物学、高等数学、无机化学、物

理学、医学检验技术导论、医学史等。

医学基础课程

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物化学、

生理学、医学免疫学、医学寄生虫学、医学

微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病理

生理学、病理学、医学统计学、预防医学、

流行病学、仪器分析、医学心理学等。

检验专业课程

临床医学概要、临床检验基础、临床免疫学检

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临床

输血学检验、临床实验室管理学等。

任担任，现任学系主任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王辉主任。学

系围绕本科生教学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教学资源共享、师

资培训、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等，医学检验学系发挥自身学科的优

势，促进北京大学医学部各临床学院、教学医院的整体共同发展。

目前学系成员单位包括 6 所直属附属医院、4 所共建附属医院以

及14所教学医院，承担医学检验技术方向教学的专任教师逾百人。

医学检验专业具备北京大学临床检验诊断学的硕、博士研究

生培养点、北京市检验医师 / 技师的规范化培训基地、北京大学

医学部检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资格等，在医疗、教学、科

研等方面硕果累累。2017 年北京大学又成为全国首批医学技术

博士点授权单位（包括医学检验专业），为医学技术专业的发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014 级医学检验技术班合影

微信：pkuph 检验科

微信公众号

2019 北京大学招生简章暨报考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