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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 
（083100） 

 

一、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北京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于2003 年获得一级硕士授权，2011 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点授

权,2007 年该学科特色方向“空间生物与医学工程”批准为国防特色学科。到目前为止本学科已招

收200 多名硕士研究生、毕业200 多名，利用相关学科博士点（生物化工、生命信息工程）培养博

士生近90 人、毕业近40 人。本学科经过多年的建设，已拥有一支学术水平高、学科背景结构合理、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教学科研队伍，其中教授17 人，副教授30 人。现有科研实验室约2100 平米，

拥有包括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色谱（芯片实验室）-质谱平台、等离子体刻蚀与溅射涂层芯片

加工系统、蛋白质纯化系统、生理生化分析系统、屏障级动物实验室、空间生物舱地面演示验证系

统等，设备总价值超过2500万。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挥我校理工和医工结合的优势，形成了6 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 

1.空间生物与医学工程:围绕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等重大国家需求开展研究，是国防特色学科；

在空间生物舱总体关键技术、空间生命信息探测技术、空间环境生物与医学效应的分子机制、航天

员健康监测保障新技术研究等方面形成了学科优势。 

2.自主式微型生物医疗系统:以科技部863 重大项目“脑血管手术辅助系统技术”等重大项目

作为支撑点，开发了自主式微型生物医疗系统。学术梯队在生物医学微系统方面长期积累，取得丰

硕成果。 

3.数字医疗与移动健康: 重点开展精准医疗技术及移动健康设备、先进医学成像系统的研究。

在现代医学信号处理、功能成像及分子成像、以患者为中心移动健康信息技术及生物信息学等方面

形成了学科特色。 

4.医用生物技术: 围绕重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新策略、新方法、新技术，重点开展肿瘤靶向诊

疗新技术新方法、神经环路调控、新型病原体微生物分类等等研究及创新药物研发，在生物表达体

系构建、植物药物（傣药）新药创制、药物等效性评价技术、肿瘤免疫治疗新方法、老年痴呆病因

学等方面形成了特色。 

5.生物医学检测技术:一方面以重大疾病病因学研究为基础，发展新的临床检测指标和新的检

测技术，另一方面以国家需求为牵引，发展疾病和食品的生物快检技术，特别是微流控芯片检测技

术。 

6.生物感知计算与康复工程:主要研究视觉和听觉感知的计算理论和神经模型、无创伤测量技

术，生物感知形式化表达、人际（机）多通道信息交互技术及其在康复工程中的应用。 

 

二、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

心健康，富有科学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高水平创新人才。 

硕士研究生应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

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博士研究生应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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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制  

学生类型 学制 

硕士研究生 3 年 (留学生 2 年) 

普博生(含留学研究生) 4 年 

本科直博生 5 年 

硕博连读生（硕一转） 5 年（含硕士阶段 1 年） 

硕博连读生（硕二转） 6 年（含硕士阶段 2 年） 

硕士生最长修业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0.5 年，博士生最长修业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

长 2 年。硕士研究生不允许提前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M/D-B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 2 1/2 必修 

M 270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必修 

M 240001* 硕士英语 48 3 1/2 必修 

D/D-B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1/2 必修 

D/D-B 240002* 博士英语 48 2 1/2 必修 

D/D-B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M/D/D-B 22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 16 1 1/2 必修 

F 3700001 汉语 96 6 1+2 必修 

公共课 

F 3700002 中国概况 32 2 1/2 必修 

M≥7 

D≥5 

D-B≥7

M/D-B/F 1600012 人体解剖生理学 32 2 2 必修 

M/D-B/F 1600038 医学影像技术 32 2 2 必修 

M/D-B/F 1600029 应用随机过程 32 2 1 必修 

M/D-B/F 1600036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32 2 1 必修 

M/D-B/F 1600009 计算神经科学 32 2 1 必修 

M/D-B/F 1600018 生物力学与仿真 32 2 1 必修 

M/D-B/F 1600024 生物医学机器人 32 2 2 必修 

M/D-B/F 1600019 生物信息学 32 2 1 必修 

M/D-B/F 1600039 医用生物技术 32 2 1 必修 

M/D-B/F 1600005 高级药理学 32 2 1 必修 

M/D-B/F 1600016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综合实验 
48 3 1/2 必修 

M/D-B/F 1600026 生物仪器分析技术 32 2 2 必修 

M/D/D-B/F 1600023 生物医学工程前沿 32 2 1 必修 

D/D-B/F 1600010 空间医学生理学与天体生物学 32 2 1 必修 

D/D-B/F 1600007 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 32 2 1 必修 

 

 

 

 

 

 

 

专业课 

D/D-B/F 1600002 分子影像学 32 2 1 必修 

 

 

 

 

 

 

M≥16

D≥6 

D-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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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D/D-B/F 1600022 生物医学分子识别及检测 32 2 1 必修 

M/D-B/F 1600034 现代光学检测技术 32 2 1 选修 

M/D-B/F 1600025 生物医学统计学 32 2 1 选修 

M/D-B/F 1600011 临床检验方法与仪器 32 2 2 选修 

M/D-B/F 1600006 航天医学与宇宙生物学 32 2 1 选修 

M/D-B/F 1600027 实用分离技术 32 2 1 选修 

M/D-B/F 1600021 生物药剂学 32 2 1 选修 

M/D-B/F 1600003 高等天然药物化学 32 2 1 选修 

M/D-B/F 1600037 药物分子设计和开发 32 2 1 选修 

D/D-B/F 1600017 蛋白质工程与技术 32 2 1/2 选修 

D/D-B/F 1600028 数据挖掘与医学模式识别 32 2 1 选修 

D/D-B/F 1600004 高等药物化学 32 2 1 选修 

适用范围说明：“D”表示博士生，“M”表示硕士生，“B”表示本科生，“F”表示留学生，

“M/D”表示该门课程既适用于硕士也适用于博士生，“M/D-B”表示该门课程既适用于硕士也适用

于本科直博生。 

留学研究生（博士、硕士）除公共必修课与中国学生要求不同外，专业课程学分与中国学生要

求一致。 

硕博连读生在硕士阶段按照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博士阶段按照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执

行。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要求不少于 16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0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可有交叉学科课程 4 学分）。 

普博生、硕博连读生的博士阶段要求不少于 6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4 学分，可

有交叉学科选修课 2 学分。 

本科直博生要求不少于 19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2 学分（博士层次的专业必修

课不少于 4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7 学分（可有交叉学科课程 4 学分）。 

 

五、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0.5 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6次学术活动，其中本人进行正规性的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

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12 次学术活动，其中至少参加 1 次所在学科领域的全国或国际学

术会议，并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撰写的论文。每次学术活动要有 5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学校提

倡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2.专业外语（0.5 学分） 

指导教师负责指导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直博生选读和笔译相关专业外文文献，使研究生了解、

熟悉外语论文的写作及在国际会议发表论文和进行学术报告的要求。指导教师负责组织专业外语的

考核。指导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博士研究生提出更高的专业外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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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环节（0.5 学分） 

由指导教师负责讲授或指导研究生学习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课程，进行实验、实践等相关技

能训练、科学研究及创新能力培养，并由导师负责考核。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0.5 学分） 

所有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根据选定的研究方向，同时结合学位论文任务，阅读一定数量的国

内外文献。 

硕士研究生阅读至少 30 篇研究领域内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学习本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方法、新材料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不少于 4000 字的文献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阅读不少于 50 篇研究领域内的国内外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不少于 20 篇），撰写

出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报告。对本学科及其研究方向、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动态有

深入的了解和系统的分析与评述。 

2.开题报告（0.5 学分） 

开题报告以文献综述报告为基础，主要介绍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

施方案、计划安排和预期成果。 

开题报告评审由导师负责组织完成。硕士研究生开题应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硕士生

导师（半数以上）与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家组成的小组；博士研究生开题应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

相关学科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家（其中半数以上为博士生导师）组成的小组。 

3.中期检查 

学院具体负责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发表科技论文及学位论文工作的研

究进展情况等进行中期检查。 

2 年制硕士研究生（留学生）中期检查在第三学期中期完成，3 年制硕士研究生中期检查在第

四学期末完成；普博生中期检查在第五学期末完成；本科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硕一转）在第七学

期末、硕博连读生（硕二转）在第九学期末完成。 

4.培养环节审查 

研究生学习期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完成专业外语、学术活动、科学研究训练及

创新能力培养等必修环节以及文献综述报告、开题报告等学位论文相关工作，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

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培养环节由导师负责进行审查。 

5.论文撰写与论文答辩 

所有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达到学位要求的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

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

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博士学位论文应

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研究生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可进入论文评审和答辩程序。 

2 年制硕士研究生（留学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开题报告提交时间至少为 9 个月； 3 年制硕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开题报告提交时间至少为 12 个月；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

开题报告提交时间至少为 18 个月。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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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由导师负责组织，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

家（其中半数以上为博士生导师）组成的小组，并在学位论文提交评阅前一个月完成。 

6.学位授予 

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的学术成果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

文的规定》。 

本学科对符合要求的学位申请人授予工学硕士学位或工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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