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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药学院成立于 2015 年，集清华综合性多学科优势于一身，定位于高水平药学研究
和药学前沿技术开发，推动创新型药物研发。学院依托前沿科学与技术研究，旨在拓展、深化对疾
病的认知，开发药学先进技术与高效的转化机制，从而引领中国医药创新及产业升级，解决人类
面临的重大疾病挑战，改善全球健康状况。

招收第一届药理学硕士生
招收第一届药学本科生

第一届“医学药学实验班”

设立药学一级硕士学位点

药学系建系

药学院建院
首次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开展本科大类招生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

通过药学硕士学位点评估
药学第二学士学位

首次招生

设立药学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

增设化学生物学（药学方向）本
科专业，加入探微书院，开展强
基计划招生
药学辅修首次招生

2006 年

2011 年

2015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09 年

2012 年

2017 年

2019 年

使命与愿景

历史沿革

清华大学药学专业获批2020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18 号），
教育部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报送工作。

2021 年 2 月 22 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 2020 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7 号）下发。

清华大学药学专业经过网上申报、高校主管部门审核，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
投票推荐，获批 2020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学院简介

2022 年

药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于 2012 年建立药学系，后于 2015 年 12 月正式建立药学院，
始终秉持“引领科技创新，服务人类健康”的愿景与使命，依托国际化高
质量人才队伍的建设与清华大学强大的多学科综合优势，显现出蓬勃的
生命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获得了健康快速发展，赢得了国内外高度关注。

学院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自建系、建院之始便面向全球大力引进
相关领域卓越科学家，加强青年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科学谋划，合理布局，
构建药学主流发展新格局，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尖端药学发展平台。如今，
学院已建成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整体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并在多个领
域跻身国际前列，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

学院始终牢记育人使命。学院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决贯
彻清华大学“三位一体”育人理念，精心育人，科学育才，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
青年学子。自 2009 年设立药学本科学位授权点、2011 年获批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之后，
清华大学于 2022 年成功获批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标志着药学院药学本、硕、博一体化教
育教学体系的正式形成。学院将以此为契机，深入探讨药学领军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及国际药学
界不断输出拔尖创新人才。

学院坚持强基础、重转化的办学理念。学院科研硬实力显著提升，针对重大疾病的创新药物转化
成果显著，目前已有多个创新药物和诊断产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当前，癌症、传染病、慢性病等各
种疾病仍给人类健康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学院将继续把服务人类健康作为最高追求，敢于创
新，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问题，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全方位服务社会，
服务人类健康。

未来，我们将继续把握“明晰定位，保持优势，突出特色”的核心原则，凝心聚力，扎实推进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联动发展，不断进取，稳步向前；紧密跟踪医药发展趋势，进一步
加强和明确药学特色，提高前瞻性和引领性的科研水平；聚焦生物医药前沿科学领域，扩大对药学
相关交叉前沿学科的辐射，加强与学校内外相关院系、科研单位的交流合作，强化与生物医药产业
界的资源对接和合作研发。我们将以教学与科研为中心，努力完善药学人才培养体系和质量，在新
形势下继续开拓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药学院的国际影响力，力争早日成为人类健康事业的领先
者与领跑者。

院长寄语

院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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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拥有一支高质量的国际一流科研团队。他们已在痛觉 / 触觉离子通道、转运蛋白、
天然药物的化学合成、基因组学、药物化学、疫苗佐剂、物理药剂学、干细胞、免疫识别、化
学生物学、基因测序、生物纳米器件、高通量高内涵筛选等药学特定前沿领域具备了丰富
的经验和领先的科研优势。其中教研系列 32 人，研究系列 4 人，教学系列 1 人，实验技术
系列 1 人。

药学院全力吸引海内外顶尖学科人才，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突破发展瓶颈、强化现
有研究方向的领先地位、覆盖更多药学关键分支领域、大幅度提升整体科研水平。

国家海
外高层
次人才

3 人

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
军人才

3 人

国家海外
高层次人
才青年项
目
17 人

国家高
层次人
才

2 人

国家高层
次人才青
年项目

1 人

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
获得者

4 人

国家优秀
青年基金
获得者

4 人

一流的师资队伍

1、药学关键生物问题 2、药学关键技术研究 3、疾病研究与靶向治疗

 1）功能基因组学研究
 2）药物基因组学研究
 3）疾病模型的建立
 4）基因组、蛋白质和细胞组

织的设计及工程学研究
 5）定量分子药理学及系统生

物学研究

 1）靶点的发现与验证
 2）新化学合成方法及分

子库建立
 3）高通量药物筛选
 4）计算机建模及信息学
 5）制剂及给药系统研究

 1）癌症：白血病及实体瘤
 2）心血管及代谢疾病：心力衰竭、

心肌肥大、纤维化
 3）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老年痴呆、

帕金森、癫痫、脑损伤、免疫疾病、
衰老等

 4）分子机制 / 通路，细胞命运及
功能，动物行为学研究

药学院目前在研科研项目共 231 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 73 项（含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资助项目 36 项，科技部项目 27 项，中组部项目 10 项）。在高水平论文发表方面，学
院近五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SCI 论文 247 篇，其中 18 篇发表在 Nature、Science、Cell 
及其子刊 / 姊妹刊等国际顶级期刊杂志。授权专利 48 项，已成功转化 7 项。

契合药学发展新趋势，着眼现代药学五大支柱——化学小分子、生物大分子、基因疗法、
细胞疗法以及医疗器械。突破传统药学专业的条框限制，在学科布局上瞄准一流、注重特色、
强调交叉。

科研立项和高水平论文发表

研究重点

前沿科学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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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培养既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又具备实现突破性基础科研与成果转化所必须的批判
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未来药学科学家。

知识储备
通识教育

生物、化学等生物化学基础教育

药学专业教育

能力培养
学习能力、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人才特点
高研发能力、高创造力

融会贯通、善于实践

复合型领军人才

培养目标

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理念

创新药学教育

基础宽厚

•	多学科交叉课程培养体系，学习数学、

计算机、物理、药学、医学、生物、化学、

工程和信息科学等相关知识，满足培

养创新型和交叉型人才需要

•	专业课程教材与国外著名大学同步，

双语教学

•	招收药学第二学士学位与辅修学生，

推动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

精品教学

•	建立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逐步夯实

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

•	设置本研衔接课程模块，学有余力

的本科生可提前修读研究生阶段

课程，实现本硕博培养有序衔接，

使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完整。

•	师生比例接近 2:1，精品小班教学

国际化培养

•	药学实践系列课程，学生自本科一年

级暑期即可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实验

训练

•	学院与国内知名药企共建大学生实习

基地，每年暑假选派优秀学生到药企或

科研院校进行研修学习

•	举办本科生论坛等多种学术交流活动，

线上线下对话国际大师

注重实践

•	选派优秀本科生赴墨尔本参加 In-

SPIRE 国际学生海外研修计划

•	学生赴哈弗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

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

进行暑期研修

•	开展海外综合论文训练，学生可师从

国际大师开展毕业设计与答辩

创新药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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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药学实验教学中心组建于 2011 年，由清华大学“985 工程”专项资金支持成立，
2017 年经评估认定为校级实验教学中心。针对学院“培养药学领军人才”的教学理念与长远
发展规划以及现代药学的教学规律，中心全方位支持药学及相关学科的实验实践类教学的
开展。

中心采用教师、资金、设备、实验室集中管理，资源统一配置与共享的管理模式。秉承“合
作、服务、开放、共享”的理念，除主要承担药学专业课程的实验实践类教学任务外，还为研究
生课题研究、本科生毕业设计、学生科创赛事、实验室科研探究、高中生夏令营等全面开放。

根据课程性质与教学目的，将专业教学实验分为三种类型：

基础型实验
重在培养学生的基本
实验技能，巩固专业基
础知识。

综合型实验
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
实验技能，强化专业综
合素质。

创新型实验
重 在 培 养 学 生 的 自
主创新能力，提高独
立科研能力。

全方位支持实验实践类教学全面开展

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药学院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平台和机会，不仅专门开设实践课程，让学生从

一年级暑假开始进入药学实验室参与科研实验，在国内外知名药企（强生、罗氏、药

明康德等）和医药学院校进行走访和学习。通过科研、实习的实践方式，确保学生成

为不但拥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科研基础，更是能够实现突破性科学发现和

成果转化的新型人才。

中国药世界梦暑期实践支队 “感悟中国药业力量”实践支队

药脉支队 医问西东实践支队

本科生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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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E 短期留学计划

在学生 3 年级暑假期间，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承办的国际学生短期研究计划（InSPIRE)，选拔
优秀本科生在 3 年级暑假期间赴墨尔本 WEHI 研
究所进行为期 10 周的研究训练。

顶尖大学暑期海外研修

每年暑假，清华大学选派优秀本科生，赴世界
顶尖高校、顶尖专业或师从顶尖学者进行研究训练，
并由学校资助研修经费，以期提升学生学术创新
能力与拓展国际视野。

海外综合论文训练

每年选派优秀本科生赴世界顶尖高校或学术
机构进行为期一学期（在第八学期）的访学，学生
跟随国际颇有声望的知名学者进行研究训练并完
成综合论文训练。入选学校资助项目范畴的，学校
资助学生访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和国际旅费。

药学院重视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与多所国外名校开展交流合作，提升学校和本科生的
国际竞争力。除了学校和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的出国交流机会外，还有学院专门针对药学本
科生的“药学夏令营”和 InSPIRE 短期留学计划，学生还积极申请斯坦福、普林斯顿、哈佛医
学院等国际高校的暑研机会。近距离感受海外名校的科研氛围，了解当地文化。同时，学院积
极开展顶尖大学暑期海外研修及海外综合论文训练工作，每年均有优秀学生被世界一流大
学录取继续深造。

拓展国际交流项目，培养和提高学生全球胜任力

国际化人才培养 国际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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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重视学生科研训练，建院以来，学生本科期间发表研究性论文约 30 余篇，参加会
议并进行报告和壁报展示约 30 余次，成果丰硕。

部分本科生科研成果

2019 年 5 月 15 日，清华大学药学院 2014 级本科生唐子琦在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

目中赴 UCSF 交流学习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自然 • 通讯》在线发表了题为《Interpret-

able classification of Alzheimer’s disease pathologies with a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pipeline》的研究论文，首次报道了利用深度学习算法自动且有效地对阿尔兹海

默症患者大脑中的 β- 淀粉样蛋白斑块（Amyloid-β plaque）和血管异常进行病理学分析。

该研究提出了一种深度学习的训练方法，使得计算机能够精确的检测人脑组织中 β- 淀粉

样蛋白斑块，此方法揭示了自动化阿尔兹海默症研究关键部分的可能。

部分本科生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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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药学院自 2013 年起实行新生导师制，旨在探索学生个性化成长路径，

发挥教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建立新型师生关系，通过

对新生学业规划、专业指导、心理健康、科研实践、兴趣爱好、职业发展等进行引导和

帮扶，帮助本科生更好的适应大学生活，科学合理地规划学业发展，有效指导职业发展，

全面提升本科生培养质量。

本科新生导师制

药学本科学制 4 年，满足本科生毕业条件的学生准予毕业，获得药学专业学士学位。优秀本科生

可免试推荐至本校或国内其他高校读研，或申请进入国外名校深造或自主择业：如从事药物研发工作、

从事制剂、质检、临床药学等工作，从事药物的质量鉴定和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从事国家药事管理工

作以及到药企工作等。

境外深造院校包括：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

所研究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卡罗

来纳大学、匹兹堡大学、南加州大学、墨尔本大学等。

2017 届毕业生

50%
境外
深造

35%
境内
深造

15%
就业

2018 届毕业生

64%
境外
读研

27%
境内
深造

9%
就业

2020 届毕业生

2019 届毕业生

30%
境内
深造

20%
就业

50%
境外
深造

本科毕业生去向

学生境外深造院校

2021 届毕业生 2022 届毕业生

67%
境内
深造

21%
就业

4% 未定
8%
境外深造

74%
境内
深造

11%
境外深造

15%
就业

57%
境内
深造

29%
境外
深造

14%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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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化生类
Chemistry	and	Life	Sciences

探微书院
Tanwei	College

专业名 药学
Pharmaceutical	Science

化学生物学（药学方向）
Chemical	Biology	for	Pharmaceutical	

Science

招生规模 12（未含国际生） 12（未含国际生）

理科化生类：入学后第一年，学习化生大类各专业共同要求的基础课程，包括大类专业

导论课，参观访问各个院系的实验室，和各个院系的老师们进行交流，从而确立适合自身发

展的学术兴趣。第一学年结束前，根据学校专业确认政策及本人的学科兴趣，通过双向选择，

进行专业确认。从第二学年开始，进入药学专业系统学习。

探微书院：按照探微书院化学生物学（药学方向）培养方案进行培养。

招生计划 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培养要求

毕业生能综合运用药学、医学、生物学、化学、化工、信息、管理等多学科知识和研究手段，成为

基础知识宽厚扎实、专业知识精熟深通的医药领域领军人才：

本专业学生本科毕业时应达到如下要求：

1、毕业生将进入国内外科研院校继续深造，成为具备创新思维、广阔国际视野和较高综合素
质的医药研发人才；

2、毕业生熟悉药学领域发展方向和前沿动态，成为专业协会、政府职能部门、医药投资行业、
检验监管机构的优秀药事管理人才；

3、毕业生将具备较强的实践及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推动医药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成为高端创
新创业人才。

1、知识要求
通过较系统的专业学习和技能训练，掌握扎实的药学专业理论、知识和科研技能，广泛了

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扎实掌握并熟练运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及信息科学等方面
的基础理论知识，能较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专业期刊和进行文献检索，能实现顺畅的英语交
流与写作。

2、能力要求
具有综合运用药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化工、信息、管理等多学科知识设计和实施实验

及分析和解释数据的能力；具备从本专业角度理解当代社会和科技热点问题能力；发现、提出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的沟通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3、素质要求
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较高的综合素质，对所学专业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有正确的理解；

具备批判性思维，具有进一步深造的背景和进行终身学习的认识和能力。

本专业培养目标将通过通识课程的学习、专业课程的学习、结合实验教学、专业实习实践、国际交

流项目等多环节培养，最终实现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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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

基本学分学时

学制与学位授予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63 学分，其中，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47 学分，专业相关课程 93 学分，专

业实践环节 23 学分。 

药学专业本科学制 4 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按本科专业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本科最长学习年限为所在专业学制加两年。

1．校级通识教育  47 学分 

(1)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18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10680053 思想道德与法治 3学分 大一秋

形势与政策 2学分 大一秋至大四秋

106101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学分 大一春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学分 大二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学分 大二春

106800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学分 大二春

思政实践课 2学分 大一夏或大二夏

中国共产党历史（四史之一） 1学分 大一秋至大四秋

从四门之中
选择一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四史之二） 1学分 大一秋至大四秋

00680211 改革开放史（四史之三） 1学分 大一秋至大四秋

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之四） 1学分 大一秋至大四秋

注：港澳台学生必修：思想道德与法治，3 学分，其余课程不做要求。
       国际学生对以上思政课程不做要求。

(2) 体育  4 学分 

第 1-4 学期的体育 (1)-(4) 为必修，每学期 1 学分；第 5-8 学期的体育专项不设学分，其中第 5-6

学期为限选，第 7-8 学期为任选。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第 1-4 学期的体育必

修课程并取得学分。

本科毕业必须通过学校体育部组织的游泳测试。体育课的选课、退课、游泳测试及境外交换学生

的体育课程认定等请详见学生手册《清华大学本科体育课程的有关规定及要求》。

(3) 外语（一外英语学生必修 8 学分，一外其他语种学生必修 6 学分）

学生 课  组 课  程 课程面向 学分要求

一外英语
学生

英语综合训练（C1）
入学分级考试 1级

必修
4学分

英语综合训练（C2）
英语阅读写作（B）

入学分级考试 2级
英语听说交流（B）
英语阅读写作（A）

入学分级考试 3级、4级
英语听说交流（A）

第二外语课组
详见选课手册 限选

4学分外国语言文化课组
外语专项提高课组

一外小语种学生 详见选课手册 6学分

公外课程免修、替代等详细规定见教学门户 - 清华大学本科生公共外语课程设置及修读管理办法。
注：国际学生要求必修 8 学分非母语语言课程，包括外语课程及专为国际生开设的汉语水平提高系列  
       课程。

（4）写作与沟通课 必修 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10691342 写作与沟通 2

          注：国际学生可以高级汉语阅读与写作课程替代。

（5）通识选修课 限选 11 学分 
通识选修课包括人文、社科、艺术、科学四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 学分。

 注：港澳台学生必修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课程，3 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
            国际学生必修中国概况课程，1 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 

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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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军事课程  4 学分 3 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2090052 军事理论 2学分
12090062 军事技能 2学分

 注：台湾学生在以上军事课程 4 学分和 台湾新生集训 3 学分中选择，不少于 3 学分。
        国际学生必修国际新生集训课程。

2．专业相关课程   93 学分 

（1）基础课程   49 学分  必修 / 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21075 微积分 B（1） 5

数学必修
3门，13 学分10421084 微积分 B（2） 4

10421324 线性代数 4
10430484 大学物理 B(1) 4 物理必修

2门，8学分10430494 大学物理 B(2) 4
20440104 有机化学 A1 4

化学必修
7门，19 学分

20440113 有机化学 A2 3
20440142 有机化学实验 A1 2
20440513 物理化学 B 3
20440441 物理化学实验 C 1
10440144 化学原理 4
20440532 无机与分析化学实验 B 2

10450034 普通生物学 4 生物必修
1门，4学分

44000061 药学导论 1
大类导论课
限选

2门，2学分

30450501 生物学概论 1
30440121 化学现状与未来 1
30340451 化学工程与高分子科学导论 1
20740073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3

计算机课
限选

1门，3学分

20740042 计算机文化基础 2
00220033 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 3
00740043 C++ 语言程序设计 3
00740103 操作系统 3
00740123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3
20740063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3

（2）专业主修课程  37 学分 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450203 生物化学（1）（英文） 3

生物类必修课
15 学分

30450213 生物化学（2）（英文） 3
30450314 生物化学基础实验 4
30450453 分子生物学（英文） 3
30450322 分子生物学基础实验 2
44000123 药物化学 3

药学类必修课
22 学分

44000361 药物化学实验 1
44020042 药物分析 2
44000112 药剂学 2
44000261 药剂学实验 1
34020014 药理学原理 4
44000282 药理毒理实验 2
44020013 药物设计 3
44000254 药学综合实验（秋春两学期课程） 4

 (3) 专业选修课程  7 学分  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4000451 毒理学 1
34000441 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 1
34020041 药事管理学 1
44000102 天然药物化学 2
44020022 生物技术药物 2
44020051 绿色催化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 1
34020082 衰老生物学 2
44020072 免疫治疗药物与技术 2
04020012 高通量技术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 2
04000061 传统与现代：中医药科学研究进展 1
04000151 脑科学与人工职能的对话：基础与前沿 1
20750061 信息检索与利用（化学 /化工 / 生物及相关学科） 1
104208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34000612		 生物统计学基础 2
30450703 生理学 3

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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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实践环节   23 学分 

（1）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8 学分 必修 / 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24020072 药学概念实习 2 专业限选
44000332 药学实践 B 2 专业限选
44000218 药学社会实践活动 8 专业必修

注：《药学概念实习》《药学实践 B》学分计入专业限选课组

（2）综合论文训练    15 学分  必修

综合论文训练是培养学生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合作精神的重要阶段和过程。要求在第四学年

春季学期，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针对某一课题独立进行研究。其中用 2 周时间完成论文开题

报告，随后的 8 周时间内完成该课题研究，并撰写毕业论文，论文答辩通过者方可获得授予学

位的资格。此科研训练活动将有机结合自二年级开始的实验室轮转活动以及进一步开展的科

研实习和实践活动，研究内容可以是前期科研实践活动的延续和拓展，以保证学生有连续的

思路和足够的时间完成一定工作量的创新活动。

学生应在春季、秋季学期开学前按学校规定办理注册手续（必须本人注册）。因故不能
如期注册的，应当向所在院系教务老师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未获批准，逾期超过 2 周未注册，

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学籍，予以退学处理。

学生因故不能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应当事先请假并获得批准。未请假
或者请假未获批准连续 2 周未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的予以退学处理；事假一般不超

过 2 周，病假需提交校医院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学生请假少于 3 日由班主任批准，
请假 3 日以上由院系教学负责人批准，请假批准期满应及时销假。需要续假的办理续假手续。

专业确认工作一般在一年级春季学期进行，学生根据个人志趣和发展规划，在大类内
确认专业。根据大类培养方案，除已进行过一次专业确认的学生外，其余学生均应参加专

业确认。学生通过大类专业确认管理信息系统在本大类内填报专业志愿及排序，并按照要求提
交材料。专业确认具体方案以当年学校和院系公布为准。

课程考核不合格的，应该申请重修。课程重修成绩按学期记载，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
重修次数不限，不得申请重修已考核合格的课程。

关于注册

关于请假

关于专业确认

关于考核

1

2

4

3

小贴士

学籍管理小贴士

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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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学生可以在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春季学期按照学校规定申
请转专业。大一新生转专业工作融入到大类专业确认过程中。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

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得转专业，具体情况可咨询教务办。原则上
每个院系大一年级转入、转出学生人数均不超过该年级（专业）总人数的 15%，大二年级不超过
10%。

因身体疾病、心理疾病、心理压力大、入伍、创业或其他个人原因需要休学，需学生本
人向学院提出申请。学期第 14 周之前（含第 14 周）办理休学手续的，该学期计入休学时间，

已考核课程成绩有效，已修但尚未考核的课程应当办理休学退课。复学申请应在拟复学学期开
学前向学院教务办提交书面复学申请，学期第三周起不能办理复学手续。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予以退学处理：
• 在学期间考核不合格的必修和限选课程（综合论文训练、已重修学习且考核合格的课

程除外）学分累积达到 20 学分的；
• 连续两个学期（春季、秋季）每学期所取得学分少于 6 学分的
• 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达到毕业或者结业要求的；
• 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
• 保留学籍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 未经批准连续 2 周未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或者未经批准离校达 2 周的；
• 未经批准逾期超过 2 周未注册的；
• 在学期间出境，未经批准逾期超过 2 周未返校报到的。

关于转专业

关于休、复学

关于退学

5

6

7

小贴士

学生应依据培养方案的教学计划进行选课，满足培养方案对各类课程学分的基本要求。选
课学分限制通常为大一年级每学期 26 学分，大二、大三年级每学期 30 学分，大四及以上年级
没有选课学分限制。确有特殊情况需突破学分限制的，需在网上申请，班主任审批。

选课阶段分为选课报名阶段（预选）、选课调整阶段（正选、补退选）。预选采取填报志愿的
方式报名选课，报名人数不受课容量限制。正选和补退选第一阶段均采取课容量范围内先选先
得的方式，选满后实行 WaitingList 方案；补退选第二阶段不可选课，只可删除已选课程，但本
科生体育课不可在此阶段删掉。

特殊原因补选课通常与补退选第二阶段同期安排，不受课程容量、选课限制、上课时间冲
突等条件制约。体育课不开放网上补选申请。

学生应在“退课阶段”退课。除后八周开课的课程外，其他在“退课阶段”退课的课程均在成
绩单上记载“W”(Withdrew)；本科生体育课不允许退课，清华北大互选课程，前八周结束的课
程只可在第一阶段退课。

只有考核不及格的课程、缓考的课程才可进行重修选课。

本科生每学期可以选择一门任选课程，其成绩记为 P 或 F，无绩点。 

关于学分限制

关于选课

关于特殊原因补选课

关于退课

关于重修课程

关于 P/F 记载

1

2

3

5

4

6

小贴士

选课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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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统一要求，本科生（中国公民）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一般安排
在大四秋季学期 8-9 月份。

本科生免试推研

按去向分

本校读研

本院系
读研

交叉院系
读研

校外读研 学术性
研究生

专业学位
研究生

硕士
研究生

博士
研究生

按类型分 按层次分

另外，教育部设立了若干专项计划比如上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
研究生支教团计划，各专项计划的推荐政策以教育部当年公布招生政策为准。

	推研类别

	基本条件
1. 预计于第二年 7 月本科毕业；

2. 学业成绩和成绩排名符合院系制定的推荐办法和具体要求（必要条件：排名前 80%，必须和限选

课不及格记录不超过 2 门）；

3. 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遵守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必要条件：不能有严重违纪处分，且推

研时不能在处分期）；

4. 未开具出国成绩单，且本人承诺若被接收为推荐免试研究生，在研究生入学之前不开具出国成绩单；

5. 有特殊学术专长或者具有突出培养潜质的学生，经三名本校本专业具有研究生指导资格的教师推

荐、院系同意、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查批准，可不受上述第（2）条限制，但学生有关说

明材料和教师推荐信须进行公示，且此类学生一般不得超过所在院系参与推免的学生总数 3%。

免试推研小贴士
	程序办法

（1） 学生个人申请
（2） 学生所述院系审核、确定学生推荐资格
（3） 招生院系审核，确定学生复试资格
（4） 学生参加招生院系复试考核
（5） 招生院系复试考核，确定拟录取初选名单
（6） 学校审查，确认拟录取初选名单
（7） 院系对拟录取初选名单进行公示
（8） 拟录取初选学生到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报名
（9） 资格复审与录取（第二年 7 月毕业之前）

复审条件：
能够正常毕业；
综合论文训练考核成绩 80 分（含）以上或等级制 B-（含）以上；
获得拟录取初选资格后，未出现必修和限选课程考核不合格；
获得拟录取初选资格后，未受到任何纪律处分等要求；
以当年学校发布的推免程序和办法为准。

扎实理论知识，尽早参加科研训练。

药学院博士生类型如下：
应届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公开招考博士生。

药学院单独招生的招生办法和流程如下：每年 9 月进行博士生招生，同时接收应届本科毕业
生推荐免试直博生、普博士生。如 9 月普博士生招生已完成年度计划，则次年 3 月不再招收普博士；
如未能完成计划则在次年 3 月继续进行普博招生。9 月与次年 3 月招生考核方式相同。 

除药学院自行组织的招生之外，药学院生命科学相关研究方向还将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医学院基础医学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一起进行联合招生，联合招生分别在每年 7 月、9
月和次年 3-4 月分三次进行，招生考核方式相同。联合招生办法及流程请查询相关学院网站发布
的联合招生简章。 

以当年发布的招生简章和目录为准。

小贴士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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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T 大学生研究训练（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

社会实践

综合论文训练

SRT 旨在加强本科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及早接受科研训练，了解科学研究的基
本过程，掌握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SRT 立项申请每年分两批次，分别在秋、春季学期的学期
初进行。大一至大三本科生和尚未进入毕业设计阶段的大四本科生均可申请立项，也可报名参加已立
项项目。获批项目有一定经费支持，执行时间一般为半年至一年，结题后学生可获得 1-3 学分。

学校鼓励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学生可以通过校团委及其学生社会实践全过程
管理平台（http://shijian.student.tsinghua.edu.cn）获取社会实践指导，微信公众号为“清华大学社
会实践（THUpractice）”。

综合论文训练要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完成一项课题研究或相应的综合训练
任务，并独立完成一篇论文，作为学生的“学士学位论文”。

可由学生根据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选题，也可从大学生研究训练（SRT）项目及各类课外学术
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中选题，或以其它方式选题。选题可由教师提出，也可由学生提出。综合论文训练
一般应包括以下环节（根据选题不同可以有所侧重）： 

（1） 开题：制定工作计划，调研和收集有关资料；文献阅读，其中要求阅读外文资料 3 ～ 4 篇，写
出至少 5000 外文印刷字符的调研阅读报告或者书面翻译 1~2 篇（不少于 2 万外文印刷符）； 

（2） 中期检查：方案比较与选择；研究工作的阶段性进展，其中资料收集、理论分析、设计或实验
等工作量应完成论文总工作量的 50％以上。 

（3） 论文答辩：总结提高，撰写论文报告，答辩。
在综合论文训练过程中认真努力，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成果显著，开题和中期检查成绩均为优，

且总成绩优秀的学生论文，有机会参加“清华大学综合论文训练优秀论文评选”，获清华大学综合论文
训练优秀论文的学生，授予《清华大学综合论文训练优秀论文证书》。

支持学生申报海外综合论文训练，学校选派优秀本科生赴世界顶尖高校、顶尖专业或师从顶尖学
者进行研究训练。

除此之外，鼓励学生参加“学生学术科技赛事”、“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大学生学术研究推
进计划”、“清华 iCenter”、“清华创 +”、“清华 X- 空间”等实践活动。

实践训练小贴士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