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基本情況BriefIntroductionBriefIntroduction

� 全國最早建立的四所中醫院校之一全國最早建立的四所中醫院校之一全國最早建立的四所中醫院校之一全國最早建立的四所中醫院校之一

� 四川省屬重點高等院校四川省屬重點高等院校四川省屬重點高等院校四川省屬重點高等院校

� 中國中西部唯一局省共建中醫藥大學中國中西部唯一局省共建中醫藥大學中國中西部唯一局省共建中醫藥大學中國中西部唯一局省共建中醫藥大學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 熊貓的故鄉熊貓的故鄉熊貓的故鄉熊貓的故鄉————四川四川四川四川

• 四川省首府四川省首府四川省首府四川省首府————成都成都成都成都————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名城



四川中药资源5042种,

其中药用植物4681种,

药用动物约327余种,

药用矿物约34种

中醫之鄉中醫之鄉中醫之鄉中醫之鄉



優美的校園優美的校園優美的校園優美的校園

高新區校區高新區校區高新區校區高新區校區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橋橋橋橋

校校校校

區區區區

主校區主校區主校區主校區



臨床教學基地臨床教學基地臨床教學基地臨床教學基地

•• 直屬直屬直屬直屬直屬直屬直屬直屬////////非直屬附屬醫院非直屬附屬醫院非直屬附屬醫院非直屬附屬醫院非直屬附屬醫院非直屬附屬醫院非直屬附屬醫院非直屬附屬醫院88888888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 教學醫院教學醫院教學醫院教學醫院、、、、實習醫院實習醫院實習醫院實習醫院教學醫院教學醫院教學醫院教學醫院、、、、實習醫院實習醫院實習醫院實習醫院6262626262626262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總床位數近總床位數近總床位數近總床位數近總床位數近總床位數近總床位數近總床位數近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張張張張張張張張



全國示範中醫醫院全國示範中醫醫院全國示範中醫醫院全國示範中醫醫院全國示範中醫醫院全國示範中醫醫院全國示範中醫醫院全國示範中醫醫院

國家三級甲等綜合性中醫醫院國家三級甲等綜合性中醫醫院國家三級甲等綜合性中醫醫院國家三級甲等綜合性中醫醫院國家三級甲等綜合性中醫醫院國家三級甲等綜合性中醫醫院國家三級甲等綜合性中醫醫院國家三級甲等綜合性中醫醫院

附屬綿陽中醫醫院附屬綿陽中醫醫院附屬綿陽中醫醫院附屬綿陽中醫醫院

教學醫院教學醫院教學醫院教學醫院



中醫藥傳統文化博物館中醫藥傳統文化博物館中醫藥傳統文化博物館中醫藥傳統文化博物館

全國最大全國最大全國最大全國最大

展品豐富展品豐富展品豐富展品豐富

設計一流設計一流設計一流設計一流



專職教學人員專職教學人員專職教學人員專職教學人員專職教學人員專職教學人員專職教學人員專職教學人員：：：：：：：：

教授級專家教授級專家教授級專家教授級專家教授級專家教授級專家教授級專家教授級專家230230230230230230230230多人多人多人多人（（（（其中博士導師其中博士導師其中博士導師其中博士導師多人多人多人多人（（（（其中博士導師其中博士導師其中博士導師其中博士導師100100100100100100100100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副教授級專家副教授級專家副教授級專家副教授級專家副教授級專家副教授級專家副教授級專家副教授級專家400400400400400400400400人人人人（（（（其中碩士導師其中碩士導師其中碩士導師其中碩士導師人人人人（（（（其中碩士導師其中碩士導師其中碩士導師其中碩士導師300300300300300300300300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國醫大師國醫大師國醫大師國醫大師國醫大師國醫大師國醫大師國醫大師:::::::: 11111111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國家級名老中醫國家級名老中醫國家級名老中醫國家級名老中醫：：：：國家級名老中醫國家級名老中醫國家級名老中醫國家級名老中醫：：：： 1111111111111111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省級省級省級省級省級省級省級省級名老中醫名老中醫名老中醫名老中醫：：：：名老中醫名老中醫名老中醫名老中醫：：：： 6060606060606060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973973973973973973973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首席科学家：：：： 11111111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教職工教職工教職工教職工教職工教職工教職工教職工 FacultyFaculty



• 基礎醫學院基礎醫學院基礎醫學院基礎醫學院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 臨床醫學院臨床醫學院臨床醫學院臨床醫學院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 藥學院藥學院藥學院藥學院School of Chinese Pharmacy

• 針灸推拿學院針灸推拿學院針灸推拿學院針灸推拿學院School of Acupuncture & Moxibustion

• 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研究生院School of Postgraduates

•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 成人教育學院成人教育學院成人教育學院成人教育學院School of Continuous Education

• 國際教育學院國際教育學院國際教育學院國際教育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第二臨床醫學院第二臨床醫學院第二臨床醫學院第二臨床醫學院School of Second Clinical Medicine

• 護理學院護理學院護理學院護理學院School of Nursing

• 高職學院高職學院高職學院高職學院 School of Vocational & Technical Education

• ……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SchoolsSchoolsSchoolsSchoolsSchoolsSchoolsSchoolsSchools



專 業 專 業 方 向

35

個個個個

中醫學

中藥學

中醫學（七年
制）

中藥學基地班

針灸推拿學

製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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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

藏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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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

藥物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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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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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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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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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4

2004

應用心理學

對外漢語

推拿學＊

藏醫學＊

護理學＊

中藥資源開發與利用

中醫康復與保健＊

醫藥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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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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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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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個

中西醫結合

中藥市場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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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經營管理＊

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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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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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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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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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學生情況在校學生情況在校學生情況在校學生情況Students

•• 來自世界各國來自世界各國來自世界各國來自世界各國（（（（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部分來自中國來自世界各國來自世界各國來自世界各國來自世界各國（（（（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部分來自中國））））））））

••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現有在校學生現有在校學生現有在校學生現有在校學生現有在校學生現有在校學生現有在校學生現有在校學生20,00020,00020,00020,00020,00020,00020,00020,000餘人餘人餘人餘人，，，，其中研究生其中研究生其中研究生其中研究生餘人餘人餘人餘人，，，，其中研究生其中研究生其中研究生其中研究生20202020202020200000000000000000余余余余余余余余

人人人人，，，，在全國中醫院校在全國中醫院校在全國中醫院校在全國中醫院校人人人人，，，，在全國中醫院校在全國中醫院校在全國中醫院校在全國中醫院校名列前茅名列前茅名列前茅名列前茅名列前茅名列前茅名列前茅名列前茅

•• 境外境外境外境外境外境外境外境外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長短期達長短期達長短期達長短期達學生學生學生學生：：：：長短期達長短期達長短期達長短期達300300300300300300300300餘人餘人餘人餘人餘人餘人餘人餘人



學校是全國首批有權授予博士學校是全國首批有權授予博士學校是全國首批有權授予博士學校是全國首批有權授予博士、、、、碩碩碩碩學校是全國首批有權授予博士學校是全國首批有權授予博士學校是全國首批有權授予博士學校是全國首批有權授予博士、、、、碩碩碩碩

士和學士學位的高校之一士和學士學位的高校之一士和學士學位的高校之一士和學士學位的高校之一，，，，是首批可以是首批可以是首批可以是首批可以士和學士學位的高校之一士和學士學位的高校之一士和學士學位的高校之一士和學士學位的高校之一，，，，是首批可以是首批可以是首批可以是首批可以

接收博士後流動站人員的中醫藥高校之接收博士後流動站人員的中醫藥高校之接收博士後流動站人員的中醫藥高校之接收博士後流動站人員的中醫藥高校之接收博士後流動站人員的中醫藥高校之接收博士後流動站人員的中醫藥高校之接收博士後流動站人員的中醫藥高校之接收博士後流動站人員的中醫藥高校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學科建設學科建設學科建設學科建設學科建設學科建設學科建設學科建設 MajorsMajorsMajorsMajorsMajorsMajorsMajorsMajors



•• 博士授位點博士授位點博士授位點博士授位點博士授位點博士授位點博士授位點博士授位點1616161616161616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 碩士點碩士點碩士點碩士點碩士點碩士點碩士點碩士點4949494949494949個個個個（（（（覆蓋了中醫學覆蓋了中醫學覆蓋了中醫學覆蓋了中醫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西醫中西醫中西醫中西醫個個個個（（（（覆蓋了中醫學覆蓋了中醫學覆蓋了中醫學覆蓋了中醫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西醫中西醫中西醫中西醫

結合一級學科的全部專業結合一級學科的全部專業結合一級學科的全部專業結合一級學科的全部專業結合一級學科的全部專業結合一級學科的全部專業結合一級學科的全部專業結合一級學科的全部專業））））

•• 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流動站66666666個個個個（（（（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個個個個（（（（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 中醫學中醫學中醫學中醫學））））中醫學中醫學中醫學中醫學））））

•• 本本本本、、、、專科專業專科專業專科專業專科專業（（（（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本本本本、、、、專科專業專科專業專科專業專科專業（（（（方向方向方向方向））））5050505050505050多個多個多個多個多個多個多個多個



•• 國家級重點學科國家級重點學科國家級重點學科國家級重點學科國家級重點學科國家級重點學科國家級重點學科國家級重點學科44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五官科學五官科學五官科學五官科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五官科學五官科學五官科學五官科學

針灸推拿學針灸推拿學針灸推拿學針灸推拿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針灸推拿學針灸推拿學針灸推拿學針灸推拿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

•• 省級重點學科省級重點學科省級重點學科省級重點學科省級重點學科省級重點學科省級重點學科省級重點學科77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 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藥學、、、、中醫內科學中醫內科學中醫內科學中醫內科學、、、、針灸推拿針灸推拿針灸推拿針灸推拿、、、、中醫內科學中醫內科學中醫內科學中醫內科學、、、、針灸推拿針灸推拿針灸推拿針灸推拿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五官科專科學中醫五官科專科學中醫五官科專科學中醫五官科專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五官科專科學中醫五官科專科學中醫五官科專科學中醫五官科專科學、、、、

中西醫結合臨床中西醫結合臨床中西醫結合臨床中西醫結合臨床、、、、中西醫結合基礎中西醫結合基礎中西醫結合基礎中西醫結合基礎中西醫結合臨床中西醫結合臨床中西醫結合臨床中西醫結合臨床、、、、中西醫結合基礎中西醫結合基礎中西醫結合基礎中西醫結合基礎



科學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es

• 國家級實驗室國家級實驗室國家級實驗室國家級實驗室：：：：8888個個個個（（（（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實驗教學示範中心、、、、中中中中

藥飲片炮製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藥飲片炮製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藥飲片炮製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藥飲片炮製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育部工程教育部工程教育部工程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各各各各1111個個個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研究室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研究室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研究室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研究室3333個個個個））））

•• 國家中藥國家中藥國家中藥國家中藥國家中藥國家中藥國家中藥國家中藥GCPGCP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 四川省中藥篩選評價中心四川省中藥篩選評價中心四川省中藥篩選評價中心四川省中藥篩選評價中心四川省中藥篩選評價中心四川省中藥篩選評價中心四川省中藥篩選評價中心四川省中藥篩選評價中心
•

•• 四川省中藥不良反應檢測中心四川省中藥不良反應檢測中心四川省中藥不良反應檢測中心四川省中藥不良反應檢測中心四川省中藥不良反應檢測中心四川省中藥不良反應檢測中心四川省中藥不良反應檢測中心四川省中藥不良反應檢測中心

• 國家科技部授予的國家科技部授予的國家科技部授予的國家科技部授予的““““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國際科技合作基地””””



研究方向Researches

• 中藥中藥中藥中藥：：：：以“系統中藥”思想為指導，從中藥的品、質、
性、效、用等方面進行系統研究和綜合開發利用

• 針灸針灸針灸針灸：：：：以“經穴效應”的基礎與臨床研究為主，涵蓋針
灸、推拿治療優勢病種及康復、養身保健等系統研究

• 臨床醫學：以中醫臨床研究基地（糖尿病）為中心的中
醫藥治療優勢病種的系統研究

• 民族醫藥：以藏醫藥為中心的民族醫藥資源及利用研究

• 護理：在整體護理理念指導下，對具有中醫特色的護理
體系的研究

•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以具有中醫藥特色的公共衛生管理、健康管理為
研究重點



國際中醫藥學術會議國際中醫藥學術會議國際中醫藥學術會議國際中醫藥學術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CM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CM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CM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CM

� 2002002002002.2005.20102.2005.20102.2005.20102.2005.2010年連續年連續年連續年連續3333年承辦年承辦年承辦年承辦““““國國國國

際中醫藥現代化科技大會際中醫藥現代化科技大會際中醫藥現代化科技大會際中醫藥現代化科技大會””””學術工作學術工作學術工作學術工作

� 先後主辦了中德先後主辦了中德先後主辦了中德先後主辦了中德、、、、中英中英中英中英、、、、中泰等雙邊中泰等雙邊中泰等雙邊中泰等雙邊

或多邊中醫藥針灸學術會議或多邊中醫藥針灸學術會議或多邊中醫藥針灸學術會議或多邊中醫藥針灸學術會議



科研成果

• 獲國家、部省級獎勵80多項

• 出版教材、學術專著400餘部

• 發表學術論文3000餘篇

• 轉化科技成果120余項



•• 始於始於始於始於始於始於始於始於19781978197819781978197819781978年年年年年年年年1010101010101010月月月月（（（（慕尼克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慕尼克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慕尼克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慕尼克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月月月月（（（（慕尼克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慕尼克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慕尼克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慕尼克大學東亞問題研究

所所長所所長所所長所所長所所長所所長所所長所所長MMMMMMMM··波克特博士訪問我校波克特博士訪問我校波克特博士訪問我校波克特博士訪問我校））））波克特博士訪問我校波克特博士訪問我校波克特博士訪問我校波克特博士訪問我校））））

•• 國家教育部國家教育部國家教育部國家教育部（（（（原教委原教委原教委原教委））））最早最早最早最早（（（（國家教育部國家教育部國家教育部國家教育部（（（（原教委原教委原教委原教委））））最早最早最早最早（（（（19921992199219921992199219921992年年年年））））確定確定確定確定年年年年））））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我校為有條件接受外國留學生我校為有條件接受外國留學生我校為有條件接受外國留學生我校為有條件接受外國留學生（（（（學歷教學歷教學歷教學歷教我校為有條件接受外國留學生我校為有條件接受外國留學生我校為有條件接受外國留學生我校為有條件接受外國留學生（（（（學歷教學歷教學歷教學歷教

育育育育））））的的的的育育育育））））的的的的200200200200200200200200所高校之一所高校之一所高校之一所高校之一。。。。所高校之一所高校之一所高校之一所高校之一。。。。

對外交流對外交流對外交流對外交流、、、、合作與教育合作與教育合作與教育合作與教育

International Exchanges、Cooperation and Education



•• 接受：本科、碩士、博士及高級進修接受：本科、碩士、博士及高級進修

1993199319931993年正式接收了學歷留學生年正式接收了學歷留學生年正式接收了學歷留學生年正式接收了學歷留學生

1994199419941994年秋季年秋季年秋季年秋季招收第一名博士留學生招收第一名博士留學生招收第一名博士留學生招收第一名博士留學生（（（（馬里籍馬里籍馬里籍馬里籍））））

•• 合作舉辦各種形式的教育培訓合作舉辦各種形式的教育培訓

对外教育对外教育对外教育对外教育



培訓短期培訓短期培訓短期培訓短期培訓短期培訓短期培訓短期培訓短期————————————————我校的優勢和特長我校的優勢和特長我校的優勢和特長我校的優勢和特長。。。。近幾年平近幾年平近幾年平近幾年平我校的優勢和特長我校的優勢和特長我校的優勢和特長我校的優勢和特長。。。。近幾年平近幾年平近幾年平近幾年平

均每年有短期學生近均每年有短期學生近均每年有短期學生近均每年有短期學生近均每年有短期學生近均每年有短期學生近均每年有短期學生近均每年有短期學生近300300300300300300300300人次人次人次人次。。。。截止今年已培截止今年已培截止今年已培截止今年已培人次人次人次人次。。。。截止今年已培截止今年已培截止今年已培截止今年已培

訓來自德國訓來自德國訓來自德國訓來自德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法國法國法國法國、、、、英國英國英國英國、、、、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訓來自德國訓來自德國訓來自德國訓來自德國、、、、美國美國美國美國、、、、法國法國法國法國、、、、英國英國英國英國、、、、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希臘希臘希臘希臘、、、、瑞士瑞士瑞士瑞士、、、、韓國韓國韓國韓國、、、、日本等世界上日本等世界上日本等世界上日本等世界上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希臘希臘希臘希臘、、、、瑞士瑞士瑞士瑞士、、、、韓國韓國韓國韓國、、、、日本等世界上日本等世界上日本等世界上日本等世界上

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針灸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針灸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針灸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針灸、、、、中醫等海外人中醫等海外人中醫等海外人中醫等海外人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針灸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針灸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針灸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針灸、、、、中醫等海外人中醫等海外人中醫等海外人中醫等海外人

士近士近士近士近士近士近士近士近6666666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余人次余人次余人次余人次。。。。余人次余人次余人次余人次。。。。



國外辦學國外辦學國外辦學國外辦學：：：：技能培訓技能培訓技能培訓技能培訓、、、、學歷教育及合作舉辦分校學歷教育及合作舉辦分校學歷教育及合作舉辦分校學歷教育及合作舉辦分校

葡萄牙分校

泰國合作

美國合作



特色課程特色課程特色課程特色課程Special Courses

太極拳太極拳太極拳太極拳、、、、氣功氣功氣功氣功、、、、

八卦拳八卦拳八卦拳八卦拳、、、、武術武術武術武術

Taiji, Qigong,

Martial Arts

特色培訓特色培訓特色培訓特色培訓Special Training



專項培训專項培训專項培训專項培训

針灸針灸針灸針灸、、、、推拿推拿推拿推拿、、、、杵針杵針杵針杵針、、、、炮製炮製炮製炮製、、、、藥用藥用藥用藥用植物植物植物植物

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的中醫藥防治等心腦血管疾病的中醫藥防治等心腦血管疾病的中醫藥防治等心腦血管疾病的中醫藥防治等

特色培訓特色培訓特色培訓特色培訓Special Training



交流與合作交流與合作交流與合作交流與合作

與與與與22222222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醫療單位醫療單位醫療單位醫療單位、、、、科研機科研機科研機科研機

構及學術團體建立了交流構及學術團體建立了交流構及學術團體建立了交流構及學術團體建立了交流、、、、合作關係合作關係合作關係合作關係

執行了我國與韓國執行了我國與韓國執行了我國與韓國執行了我國與韓國、、、、泰國泰國泰國泰國、、、、印尼等政府間及世印尼等政府間及世印尼等政府間及世印尼等政府間及世

界衛生組織界衛生組織界衛生組織界衛生組織(WHO)(WHO)(WHO)(WHO)的合作項目的合作項目的合作項目的合作項目。。。。



學校設有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的學校設有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的學校設有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的學校設有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的

““““中醫藥國際合作中醫藥國際合作中醫藥國際合作中醫藥國際合作（（（（教育教育教育教育、、、、醫療醫療醫療醫療））））基地基地基地基地””””

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HOWHOWHOWHO））））““““人類生殖研究合作中人類生殖研究合作中人類生殖研究合作中人類生殖研究合作中

心心心心””””

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國人口基金““““南南合作培訓中心南南合作培訓中心南南合作培訓中心南南合作培訓中心””””



學生活動

Students’ Activities

舞會

迎新年

觀摩川劇

趣



Virtue, Erudition,Pondering. Acting

厚德厚德厚德厚德、、、、博學博學博學博學、、、、精思精思精思精思、、、、篤行篤行篤行篤行

校訓校訓校訓校訓校訓校訓校訓校訓 School   mottoSchool   mottoSchool   mottoSchool   mottoSchool   mottoSchool   mottoSchool   mottoSchool   motto

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風風風風風風風風SchoolSpiritSchoolSpiritSchoolSpiritSchoolSpiritSchoolSpiritSchoolSpiritSchoolSpiritSchoolSpirit
Practicality, Solidarity, Diligence, Aggressive

求實求實求實求實、、、、團結團結團結團結、、、、勤奮勤奮勤奮勤奮、、、、進取進取進取進取



謝 謝！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