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1 年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招生简章

南京中医药大学是江苏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江

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是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学校建

于 1954 年，是全国建校最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学校坚持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结合、

多学科支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开设专业涉及医、管、理、工、经、文 6 个学科门类。学

校设有三个校区：仙林校区、汉中门校区和泰州校区。

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依托学校雄厚的师资力量，积累了丰富的成人高等教育办

学经验，现有中医学、中药学省级成人高等教育重点专业；护理学、针灸推拿学省级成人高

等教育特色专业。中医内科学、中医儿科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省级成人高等教育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社区护理学、推拿学、中药化学省级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程。

在学历教育方面，形成了以专升本为主，设有业余、函授等多种办学形式。在学生管理

方面，学院配备了专职督导员，负责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管理；教学方面，学院安排了有多

年教学及临床经验的名师进行授课。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继续教育学院秉承“仁德、仁术、

仁人”教育理念和“学贯中西，至精至诚”办学理念，坚持特色发展，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努力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中医药现代化

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中医药事业，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良好职业素养，并有较强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

网址：http://www.njucm.edu.cn/

http://www.njucm.edu.cn/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1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专业一览表

专业名称 学制（年） 层次 学习形式 科类 考试科目

中医学 2.5 专升本 业余

医学类

①政治

②医学综合

③英语

针灸推拿学 2.5 专升本 业余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2.5 专升本 函授

中西医临床医学 2.5 专升本 业余

康复治疗学 2.5 专升本 业余

护理学 2.5 专升本 函授

中药学 2.5 专升本 函授
文史类

（中医）

①政治

②大学语文

③英语

药学 2.5 专升本 函授 经管类

①政治

②高数（二）

③英语

中药学 2.5 高起专 函授 理工类

①语文

②数学（理）

③英语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1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各教学点招生专业一览表

111 专升本文史类（中医） 培养层次:专升本

专业代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学习形式 办学地点 招生范围

001 100801 中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汉中路 282号 南京市

002 100801 中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汉中路 129号 南京市

003 100801 中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

工业园区如城街道福

寿路 377号金河大厦

南通市

004 100801 中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

掘港镇城中路 25号 南通市

005 100801 中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

区圣湖路 38号 连云港市



140 专升本经管类 培养层次:专升本

专业代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学习形式 办学地点 招生范围

006 100701 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汉中路 282号 南京市

007 100701 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汉中路 129号 南京市

008 100701 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

工业园区如城街道福

寿路 377号金河大厦

南通市

009 100701 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

区圣湖路 38号 连云港市

010 100701 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

区学成路 6号 宿迁市

180 专升本医学类 培养层次:专升本

专业代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学习形式 办学地点 招生范围

011 100402 食品卫生与

营养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汉中路 282号 南京市

012 100501 中医学 2.5 业余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汉中路 282号 全省

013 100501 中医学 2.5 业余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汉中路 129号 南京市

014 100501 中医学 2.5 业余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

海安镇高庄路 128号 南通市

015 100502 针灸推拿学 2.5 业余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汉中路 282号 全省

016 100502 针灸推拿学 2.5 业余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汉中路 129号 南京市

017 100502 针灸推拿学 2.5 业余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

海安镇高庄路 128号 南通市

018 100601 中西医临床

医学
2.5 业余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汉中路 282号

南京市、

南通市、

连云港市

019 101005 康复治疗学 2.5 业余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汉中路 282号 南京市

020 101005 康复治疗学 2.5 业余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汉中路 129号 南京市

021 101005 康复治疗学 2.5 业余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

区圣湖路 38号 连云港市

022 101101 护理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汉中路 282号 南京市

023 101101 护理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汉中路 129号 南京市



024 101101 护理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

海安镇高庄路 128号 南通市

025 101101 护理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

掘港镇城中路 25号 南通市

026 101101 护理学 2.5 函授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

区圣湖路 38号 连云港市

027 101101 护理学 2.5 函授
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

区学成路 6号 宿迁市

550 高起专理工类 培养层次:高起专

专业代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学习形式 办学地点 招生范围

028 520410 中药学 2.5 函授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

工业园区如城街道福

寿路 377号金河大厦

南通市

招生咨询电话：

校本部：025-85811723、19850407238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15366160541、025-84718543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海安校区）：0513-88854813、13813797590

如皋市江海高级技工学校：0513-87654493、13773819341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0518-80775035、13605122766

江苏省宿迁卫生中等专业学校：0527-84826805、18851249537

如东县卫生进修学校：0513-81951001、13962711623

招生咨询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30-11:00；下午 2:30-4:00

一、报考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

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

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专科以

上)毕业证书的人员。其专科或以上学历文凭

必须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电子注册号码必须

能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查询到。

专升本考生录取后入学报到时，必须持有经

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专科

以上)毕业证书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备案表》，否则不能进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

并将被取消入学资格，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损

失和责任由考生自己承担。

4．医学门类专业考生特别提醒



（1）报考医学类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

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

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

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具有中

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取得省

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3）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应为从事

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报考药学、中药学专业的应为该行业从业人

员。

（4）考生报考专业原则上应与本人所从

事的专业对口。

5．身体健康。

二、报名时间及方法

1．我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报名统一实行

网上报名、填报志愿、支付报名考试费。考

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号码和本人手机号码登录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2021 年成人高校招生网

上报名系统报名和填报志愿等（网址：

www.jseea.cn）。具体报名时间约在 2021年

9月初（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时间为准）。

2．已经进行过网上报名、填报志愿的考

生必须到所在市（区）招办办理确认手续，

未经确认的报名和志愿信息无效。报考专升

本的考生，确认时还需出具本人大学专科或

专科以上学历毕业证书原件、两份复印件,并

在 “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学 生 信 息 网 ”

(http://www.chsi.com.cn)上打印出《教育部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一式两份，作为学

历证明材料。毕业证书复印件及《教育部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经验核人签字后，

一份由考生保留，用于报到后复查，另一份

由确认点留存。

免试与照顾录取政策以江苏省教育考试

院公布为准（网址：http://www.jseea.cn）

三、考试时间

成人高考考试时间：2021 年 10 月（以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时间为准）。

四、其它事项

1．录取原则

按“公平公正、择优录取”原则和从高分

到低分顺序录取，录取通知书由学校寄给本

人。

2．毕业

学生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

绩合格，发给《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符合学校成人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学

士学位。毕业证书在教育部电子注册，可在

网上查询。

3．教学组织

采用自学、面授和网络相结合的教学形

式，学生定期到学校参加面授，一般每学期

2次，每次 7天左右。

4．收费标准

http://www.jseea.cn


按照省教育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收

取有关费用。专升本 2500元/年、专科 2200

元/年。教材费、食宿费自理。

5．南京中医药大学成人招生代码：024

以上事项如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规定不

符，则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规定为准。

友情提醒

根据“卫生部（2002）10号”文件精神，

2002 年 10 月以后入学的成人教育学生毕业

后所获得的医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将不

能作为参加执业医师、执业护士考试的依据。

招生专业简介

◎ 中医学

培养中医基础理论扎实、中医传统文化

底蕴深厚、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缜密，掌握中

医学和西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具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中医辨证

论治及理法方药综合运用能力的高级应用型

人才。主要课程有：诊断学、内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温病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

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针灸学、推

拿学、中医骨伤科学、内科学、外科学总论、

传染病学等。

◎ 针灸推拿学

培养掌握中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和针灸推拿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具有中医针灸推拿专业水平的高级应用型人

才。主要课程有：经络腧穴学、刺法灸法学、

针灸治疗学、实验针灸学、推拿手法学、推

拿治疗学、中医内科学、外科学总论、中医

骨伤科学等。

◎ 中药学

培养具备中药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能够传承

传统中药学理论与技术，能在中药生产、检

验、流通、使用和研究与开发领域从事中药

鉴定、设计、炮制、制剂及临床合理用药等

方面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主要课程有：

中药学、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药剂

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分析学、

中成药学、药事管理学等。

◎ 药学

培养掌握药学学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具备药物设计与制备、药物质

量评价以及药物效应与安全性评价等理论知

识、实际应用和创新能力，从事药剂制备、

调配及临床合理用药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

才。主要课程有：生物化学、药物化学、生

药学、药剂学、药理学、药物分析、天然药

物化学、药事管理等。

◎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培养掌握食品卫生与营养学（含中医营

养）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具备良好的食品卫

生管理监督、营养治疗管理技能，能在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疾病控制中心、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学校及餐饮食品企业等部门，

从事营养治疗管理、食品卫生管理监督的应

用型人才。主要课程有：基础营养学、公共

营养学、内科临床营养学、外科临床营养学、

妇科临床营养学、儿科临床营养学、中医临

床营养学、膳食工艺学、食品工艺学、食品

卫生与安全等。

◎ 中西医临床医学

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

较为系统地掌握中、西医学基础理论、基本

知识、基本技能，对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

能做到中西医思维互通、技术兼备并协同运

用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主要课程有：中医基

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诊

断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外科

学、中医医结合妇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针灸学、推拿学、急

诊医学、中西医临床诊疗技术等。

◎ 康复治疗学

培养掌握康复医学基本理论和专业技

能，从事康复治疗技术和康复保健的应用型

专门人才。毕业后能够为各级医院、康复中

心、疗养院、社区卫生机构开展中西医康复

治疗工作，为社会上日益增加的老年人、慢

性病人、残疾人等功能障碍者提供系统的中

西医康复治疗服务。主要课程：中医基础理

论、运动学、诊断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神经病学、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康复医学

概论、康复评定学、临床康复学、社区康复

学、针灸学、推拿学、物理因子治疗学（理

疗学）、运动疗法学、作业疗法学等。

◎ 护理学

培养既能掌握现代护理学知识和技能，

又能掌握中医辨证施护、整体护理，能够熟

练操作如艾灸、穴位敷贴、拔罐、推拿等各

种特色中医护理项目，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和知识的中西医结

合高级护理人才。主要课程有：中医护理学

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

理学、儿科护理学、护理心理学、中医内科

护理学、中医食疗学、中医养生康复学概论、

社区护理学、老年护理学、急救护理学、推

拿学等。

（主要课程设置仅供参考，以各专业教学计划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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