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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强基计划培养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

点工作的意见》（教学〔2020〕1 号）等文件要求，促进强基

计划招生和培养的有效衔接，特制定培养方案如下： 

 

基础医学 

一、基本情况 

1. 专业简介 

基础医学是研究人生命和疾病现象本质及其规律的自

然科学，是临床医学乃至整个现代医学发展的基石，其主要

任务是用现代科学技术阐释正常人体和疾病状态的结构与

功能，研究疾病的本质及防治的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基础医

学专业涵盖了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神经生物学、免疫学、

病原生物学、病理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放射医学、系

统生物医学、医学生物信息学和生物物理学等 15 个二级学

科。 

北京医科大学（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于1977年开

始设立基础医学专业五年制，为国内最早开设该专业的学校

之一。该专业依托生物学和基础医学两门学科，旨在培养满

足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生物医学和高等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所

需要的生物医学高级科研人才和基础医学专业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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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基础医学专业成为第四批“国家理科基础科学

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2001 年率先倡导“八年一贯，

本博融通”，为国内第一个开设的基础医学八年制专业，强

调“加强基础，注重素质，整体优化，面向科研和教学”的

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2009 年获北京市特色

专业项目支持。2019 年基础医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同时纳入北京大学“拔尖计划 2.0”—“未名学者

计划”。现招生规模为 110 人/年。 

经过四十余年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基础医学院培养了

大批优秀科研和教学人才，涌现出一批卓越的领军人物活跃

在国内外医学研究前沿领域，如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原主任王

宇（77 级），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吴励（77 级）和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吴虹（78 级），清华大学基础医学系副主

任胡小玉（92 级），天津医科大学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艾

玎教授（2001 级首届八年制）等。近三年约 70%毕业生留在

生物医学领域工作，以卓越的成绩展现了专业培养的优势和

特色，得到国家、用人单位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2017 年，基础医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

单，并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以“A+”成绩再次位列

全国高校之首，“2018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排名第一。 

2. 师资队伍 

学院以师资力量雄厚、治学严谨著称，拥有一批国内外

著名的专家学者。现有教职工 383 人，其中教授 55 人、副教

授 118 人、博士生导师 108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239 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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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院士 5 人；工程院院士 2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7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 9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11 人；国家“万人计划”人才 3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创新群体 4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3 个。 

3. 教学及科研条件资源平台 

学院为“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和“基础医学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拥有一个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下设 6 个综合实验室，为创新型医学人才

的培养提供高水平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平台。 

学院现设 12 个系、1 个教研室、2 个研究所。有“基础

医学”、“生物学”和“中西医结合”等 3 个博士学位授权

的一级学科（涵盖 15 个二级学科）、7 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

1 个北京市重点一级学科、2 个博士后流动站、6 个省（部）

级重点实验室，以及一批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基地和实

验技术平台。 

学院科学研究综合实力雄厚，近三年，新批各类科技项

目 280 项，经费 25,700 万元。发表论文合计 1,186 篇，其中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 SCI 论文 795 篇，相关文章发表

在 Science、Nat Med、N Engl J Med 及 Cell Stem Cell 等杂志。

获得第一完成单位国家级科技奖 1 项，第一完成单位省部级

科技奖 5 项，作为合作单位获科技奖 13 项。获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 25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国际发明专利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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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本专业强基计划以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国际视野、深厚

医学基础、引领医学发展的卓越医学科学家为目标，通过增

强学生使命责任，激发学生学术志趣和内在动力，使学生成

为能够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应对人类未来重大挑战，探索重

大科学问题，推动医学科学发展的青年英才。 

本专业学制为八年，秉承“八年一贯，本博融通”的原

则，培养包括本科阶段和二级学科阶段。 

1. 阶段性考核和动态进出办法 

强基计划设有多阶段、多元化、全面考核机制和科学动

态遴选机制，保持在 30 人/年，在每个学年开学组织联合专

家组对学生进行全方位评价，依据评价考核结果动态调整学

生分流。非强基计划本专业学生可以采取自愿报名和老师推

荐方式参加选拔考核。同时，扩大优秀生源的补充，吸引理、

工、信以及其他医学专业学生通过转专业等途径遴选加入计

划学习。 

2. 本硕博衔接的办法 

本专业为八年本博一贯式培养，学生符合进入二级学科

标准者，可以进入二阶学科完成八年的博士培养。 

 

三、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制八年，总学分不低于194学分，本科阶段需完

成不低于162学分，二级学科阶段不低于32学分。学生完成各

阶段学业、考核合格，颁发本科和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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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医学学士和医学博士或理学博士学

位。特别优秀者经过认证，可以获得本科荣誉学位。 

本专业培养设有淘汰机制，因成绩等原因不符合进入二

级学科标准者，将进行本科分流。本专业本科分流出口在第

五年末，学生可自主选择或被淘汰分流出口，考核合格，并

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及医学学士学位。 

 

四、培养方式 

本专业强基计划以“优质选才、精心培育、动态遴选、

打造卓越”为核心，充分发挥北大教学和科研优势，厚植人

才培养沃土，探索书院建设；深入实施导师制，注重大师引

领，教育教学一体化；将学科交叉、科教融合作为拔尖人才

培养重要途径，进一步与本部、各学院（部）、临床医院交

叉合作，逐步实现各阶段纵向贯通与交叉融合；不断完善人

才培养方案，优化教学方法和考核模式，推动新技术和新方

法应用；提升综合素养和能力，注重实践、拓展国际视野，

精心培育基础医学专业拔尖人才。 

1. 厚植人才培养沃土，探索书院建设 

汇聚热爱医学教育的大师、名师以及专家，与学生深入

探讨学术、交流心得、分享感悟，积极营造学术研究和拔尖

人才培养的优质沃土，探索特色的管理模式，提供优质资源

保障，完善激励机制和科学评价体系，促进教师潜心育人和

学生健康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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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入实施导师制，注重大师引领 

注重大师引领，汇聚热爱教育、德才兼备的学术大师参

与拔尖项目学生培养。在早期的导论课中，邀请国内外、大

学本部、医学部及临床医院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对基础医

学的内涵和外延、交叉学科对医学发展及人类健康的推动作

用进行介绍，使学生全方位、多视角认识基础医学专业学科

现状及未来发展，引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增强使命感和责任

感，激发学习兴趣和远大志向。 

探索书院式管理实施全程导师制，从本科早期开始优先

给拔尖项目学生配备一对一的培养团队，包括学术大师、知

名学者、资深专家担任专业导师、优秀教师担任学业导师以

及优秀博士生担任益友导师，教育教学一体化，让学生通过

耳濡目染激发学术兴趣和创新潜力，在课程学习、科学研究、

职业生涯规划、政治思想教育、素质教育和心理健康等方面

得到全方位引领、指导和帮助。明确培养团队职责，规定定

期一对一与学生交流和指导，制订激励机制，激励导师切实

投入指导和培养学生。 

3. 夯实医学基础、实施“新时代”交叉融合课程体系 

依据学科发展态势及国家发展需求，实施“新时代”交

叉融合课程体系。在基础医学+X 阶段重构课程体系，促进多

学科深度融合，即信息、人文、工学、理学和医学深度融合，

从初级交叉应用到高级整合应用，从理论课程到组学大数据

综合实验室的建设。基础医学阶段的“新时代基础医学融合

课程体系”主要由三大课程群组成，人体形态机能学课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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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解剖、组胚、病理、生理、神经生物、病生理和药理。

分子、细胞与遗传课程群，包括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医学

遗传。感染与免疫课程群，包括免疫、微生物、寄生虫。课

程群将教学内容和教学安排全面优化，基础与临床、课程群

内、课程群间和不同教学方式全方位交叉融合，实现基础知

识从结构到功能，从正常到异常，从大体到微观的推进。通

过交叉融合课程体系的实施实现知识从记忆到理解到应用，

再到批判和创新，螺旋式提升，技能和能力也不断丰富、充

实和立体，不断夯实医学基础。 

4. 打破常规，探索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 

组织专家和导师团队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对学生给予

全程指导。在学习交叉融合基础医学课程体系基础上，以“注

重能力、突出创新、加强实践”为原则，结合拔尖学生培养

需求，汇集最优质师资精心打造专业课程和实验课程，组学

大数据实验中心实验课优先满足拔尖学生培养需求；满足不

同学生学习兴趣和需求，制订特殊政策鼓励学生跨学科、跨

专业、跨阶段（本博融通）选修和跨学校（国内外）选修，

可以申请免修部分课程等。同时由专家组认定一定比例荣誉

课程，选修荣誉课程学生可以申请荣誉学位，通过专家认定

后可获荣誉学位。 

5. 创新教学方法，提升综合素养和能力 

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方法，在继续开展 PBL 小组讨

论式教学与基础医学课程群互为支撑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翻

转课堂、自主研讨课、研究性教学等新的教学形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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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能

力，提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等，促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的

形成。 

6. 促进科教融合，营造学术氛围，打造系统、规范、全

程的科研能力培养体系 

充分发挥科研优势，促进科教融合，早期由专业导师通

过学习交流，引导和激发学生科研兴趣，对拔尖学生进行基

本科研素质和能力的训练；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积极申请本

科生科研课题，深入科研实践，接受完整的科研全过程的培

养和训练。开设《科研思维训练课程》，以专题为引导，在

首席科学家、知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课内外的小组讨论，

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科研思维；临床课程体现专业特色，

加强基础与临床的交叉融合，进行基础与临床结合的科研训

练，帮助学生建立转化医学思维。积极营造学术氛围，支持

学术交流和活动平台的建设，例如学术沙龙、文献报告会、

课题申请，中期和结题答辩会、校内外创新论坛、竞赛等，

逐步形成系统、规范、全程的科研能力培养体系，为更好地

进行本博融通衔接和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7. 拓宽国际视野，打造双向国际交流平台 

引入国际学术大师参与拔尖人才培养，邀请大师、名师

进行讲座、讲课和学术交流。投入专项经费支持拔尖项目学

生参加国际会议交流及短期访学（暑期）；与国际一流大学

合作联合培养（哈佛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等），至少国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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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让学生接触国际学术前沿，感受国际学术氛围，开

拓国际视野，为融入国际一流学术群体创造条件。实施卓越

博士后培养项目，与国内外深度合作，拔尖项目学生进行 3

年的博士后培养项目，建立合作共赢的拔尖人才培养长效机

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科研和创新能力强基础医学师资和

学科精英。 

 

五、课程设置 

1. 通识教育课程 

注重前沿及人文交叉，主要包括高等数学、普通化学、

有机化学、普通物理学、分析化学、大学英语、体育、政治

理论课、医学史、医学心理学以及其它人文课程。 

2.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模块：大师引导专业教育，开设基础医学专业

导论课。 

基础医学模块：由三大课程群组成，人体形态机能学课

程群，包括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医学生理学、神经生

物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分子、细胞与遗传课

程群，包括生物化学、医学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感染

与免疫课程群，包括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寄生

虫学。理论课、实验课与PBL案例小组讨论式教学有机组合，

全方位交叉融合。 

医学中的理工信模块：包括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与技术

两部分。其中，理论基础部分要求从指定的理学、工学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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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学课程中选修不少于两类的课程；研究方法与技术部分涵

盖数据统计方法、信息编程技术、生物医学检测技术等。 

公共卫生模块：开设预防医学、流行病学等课程。 

临床医学模块：加强基础与临床融合，按器官系统整合，

建立转化医学思维，包括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

学、儿科学等。 

3. 前沿拓展课程 

基于医学发展趋势和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开设基础医学

前沿拓展课程和医学中的理工信前沿拓展课程，后者主要包

含精准医学、智慧医疗和高性能医疗器械三个方向。 

4. 特色课程 

教学与科研结合，拓展科研创新与思维，开设创新能力

培养课程、科研思维训练等课程。 

 

六、配套保障 

1. 组织保障 

学院建立“校、院、班”三级联动的保障和管理体系，

实行“3+1”管理模式，由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基地专家指

导组，为强基计划人才培养提供指导和支持。学院各相关职

能部门组成强基计划工作小组，从学生管理、人才培养、资

源配置等方面为计划实施提供保障和支持。 

 

 

 



 

 11 

2. 经费保障 

基地统筹使用专项经费以及其它各级各类教学经费全

力支持强基计划，全力保障学生国际交流、科研训练和创新

实践、学术交流等工作的开展。 

3. 师资保障 

在学院雄厚师资基础上，统筹全校优质资源支持拔尖计

划人才培养，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开放北

大其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中心、杰出人才平台

和大数据平台等资源，搭建拔尖人才培养共享平台，从而让

强基计划学生可以共享全校优质导师资源，全校优质导师资

源全程参与强基计划人才培养。 

4. 政策保障 

设有强基计划学生奖励办法，对于优秀的学生给予更多

的奖励和支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推进教学管理制度创新，

打造拔尖人才培养的绿色通道。 

 

强基计划招生及培养工作按照教育部相关政策执行。若

遇教育部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执行。 

本培养方案可能随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有所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