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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背景

该文件是自2004年来所有ORPHEUS年会广泛讨论的成果。欧洲医学院校协会、欧洲医学教育协会、欧
洲生物化学会联盟以及国际基础和临床药理学联盟的年会上有相关的讨论。各个大学和专业机构举办的
逾20个研讨会和会议也有相应投入。ORPHEUS的各个成员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将所有的这些观
点汇总， ORPHEUS的执行委员会, AMSE 和WFME 指定了一个国际工作小组，以准备一份标准文件。
该工作小组于2010年11月份举行首次会议，其成员包括：
•
•
•
•

•
•

•

•

•

Prof. Jürgen Deckert,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Psychosomatics and Psychotherapy,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Würzburg, Germany
Prof. David Gordon,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Prof. Hans Karle,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Prof. Zdravko Lackovic,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University of Zagreb School of Medicine,
Zagreb, Croatia
Prof. Stefan Lindgren, Department of Medicine, Lund University, Malmö, Sweden
Prof. Luis Martinez Millan, Department of Neurosciences,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Bizkaia, Spain
Prof. Jadwiga Mirecka, Depart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Krakow, Poland
Prof. Michael John Mulvany,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chairman)
Prof. Sergo Tabagari, AIETI Medical School, Tbilisi, Georgia

该文件的出版得到了来自奥胡斯健康科学研究研究生院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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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质量保证在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中越来越重要。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各项改革和质量改进的工具，
对这些标准的需求和价值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博士项目也不例外。
1

博士学位是一个国际学位，然而对博士项目内容和博士论文水平的界定仍然模糊。在跨国人员流动增强
的国际背景之下，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了。因此，需要制定出相关的标准，以明确博士学位的内涵,这就是
该文件的宗旨。
人们认为，标准作为一个工具，可供负责博士项目的相关机构作为他们自己机构和项目发展的基础来使
用。因此建议该文件可以用于内部和外部的学术审计、不同机构间的基准确定以及外部组织的评估。特
别的，在确保博士学位作为研究型学位的名声以及增加博士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方面，该标准可以起到一
定的作用。
该文件由欧洲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博士教育组织(ORPHEUS), 欧洲医学院校协会 (AMSE), 以及世界医
学教育联合会(WFME)共同编写。该文件旨在以合作的形式，将ORPHEUS在生物医学博士学位上的观点
和WFME在医学教育上的标准结合起来。该指南建议可作供欧洲的相关机构参考，以提高生物医学和健
康科学博士项目的质量。人们认同，这些标准也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该文件中“项目”一词是指博士生进行的所有活动，包括研究项目、课程、教学任务、在其他实验室中度过的时间、论文的写作和提交，等等。
5

引言

博士学位的现代概念，即受到指导的科研训练，
是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而且从那之后传播到了
世界大部分地区（索引1）。在欧洲， 博士学位
的训练构成了欧洲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主要
纽带（索引2），并且高质量的博士项目对达到
欧洲的研究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2

根据“博洛尼亚进程”（索引3），博士学位是继学
士和硕士期 后，高等教育的“第三期”，是发展“知
识型社会”的一个工具。然而，“第三期”的核心内
容是通过原创性研究学习的提高，这也是使得“第
三期”不同于第一和第二期的原因之一。特别的
是，博士项目主要以博士生进行原创的、实地操
作的研究为基础。因此在许多国家里，博士生已
经成为了当前科学研究的主流，他们也是未来科
学家的来源，也是提供那些具备建立知识型社会
必需技能的人员的基础。
3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欧洲国家为：阿尔巴尼亚；安道尔；阿美尼亚；
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
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以色列；意大利；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
纳哥；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
亚；俄罗斯联邦；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
班牙；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乌克兰；联合王国；乌兹别克斯坦。
3
2003年9月在柏林举行的欧盟部长级会议为博洛尼亚进程加入了一项
行动线，名为“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和欧洲研究领域—知识型社会的两大
支柱”，突出了作为第三期的博士项目和研究训练的重要作用。

虽然 ORPHEUS 的广泛协商已经发现该文件提
议的标准拥有广泛的支持，我们必需认识到，这
些标准目前在一些欧洲国家仍未达到。因此，在
一些国家，临床医学的博士以及医学研究相关的
博士项目仍没有先例可循。有的国家没有强调国
际水平的博士在研究方面的相关内容。在欧洲的
一些较不发达国家，国际化被视为人才流失的动
力，因此在当前状况下并不提倡国际化。另一方
面，博士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界定被视为取得
期望目标的一种方式，即提供国际上认可的高质
量博士教育。
4

博士项目组织
随着博士生数量和相应投资的增多，博士项目在
特定时间限制内完成的需要也随之产生。因此，
当前博士教育应当在一个框架内完成，既可确保
入学程序顺利又可保证监管落实到位和评估符
合标准。博士项目也必须考虑到，很多博士毕业
生不仅在学术机构内就业，还在非学术型机构就
业，因此，博士项目应该为他们提供就业的相关
技能培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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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博士教育组织。www.orpheus-med.org

原文中的 PhD student和doctoral candidate意义相同，都译为
博士生，该称谓经常在欧洲使用，尤其是被欧洲大学联盟—博
士教育会（ EUA-CDE ）和欧洲博士生和初级研究员代表会
（EURODOC）使用。
5

6

通常授予博士学位的机构负责组织博士项目。
典型的形式是一个研究生学校（或同等水平的学
校），并且拥有其自己的领导者、管理机构和预
算，但是其他的组织形式也可以同样有效。在所
有情况下，组织机构都应当为学生提供支持和监
管者，以便学生可以在指定时间内顺利完成博士
项目。有些情况下，博士学位的支持机构不只有
一个。
6

当前文件
当前文件提供了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博士项目和
博士学位水平的一系列标准。第8部分给出了有关
博士训练行政组织方面的建议。该文件由
ORPHEUS, AMSE 和WFME共同完成。
提议的一系列标准是基于由ORPHEUS于2004年萨
格勒布首次ORPHEUS会议，以及尤其是2009年奥
尔胡斯会议的立场文件开发的共识文件(索引 4,
5)。预先存在的三部WFME医学教育质量改进全球
标准（索引6）和EUA-CDE的2010萨尔茨堡II号文
件（索引7）也为该文件提供了基础。
7

该文件涵盖两种类型的标准：
•基本标准。其描述了从一开始就必须达到的各
个标准。
• 质量发展。它描述了与良好做法的国际共识
相符的各个标准。达到有些或所有这些标准，
或达到的奖励机制必须记录保存。
另外，有些注解用来阐明、突出或举例说明标
准中的使用表达。

8

该文件中的博士学位与一些国家授予的“职业博士学位”不
同，并且通常该学位是基于高等的教育项目，是学士+硕士
项目的延伸，用以标示职业的胜任能力。该文件中的博士学
位还应与一些国家颁发的高等研究学位区别开，后者是关于
超越了博士学位的科研成果。
7
欧洲医学院校协会 www.ames—med.ed
8
世界医学教育联盟www.wfme.or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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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环境

基本标准
• 个人博士项目的成功完成必须由一个很强的
研究环境来保证。
• 博士生可获得的设施必须与完成博士项目的
要求兼容，还要满足该文件中描述的各个标准。
• 研究必须与国际的伦理标准一致，并且由相
关且合格的伦理委员会批准。
质量发展
• 在特定领域缺乏设备或专业经验的机构应该
与较强的机构合作，以确保研究生学校可以提供
符合标准的博士项目。
• 若与要求相关，并且为了获得项目必备的设施，
博士项目应当包括在其他实验室的时间，最好是
在另一个国家，以便推进国际化。
• 应当探寻合作学位 的可能性，以推进研究生院
之间的合作。

注解:

较强的研究环境应当应用于监管者的研究小组、学部、
研究生院以及有较强研究机构的国家级与国际级的合作
体系。
• 研究环境的力度可以用文字发表的记录（发表数量、
影响因子等等）、外部资金水平、小组、学部和研究
生院中合格的研究者数量等来衡量。
• 研究环境的力度可以通过与其他研究生院的比较来
评估。
• 国际的伦理标准如《赫尔辛基宣言II》（临床）、《欧
盟指令》(2010/63/EU (动物), 和《奥维多公约》（生物伦
理学）。
• 在该文件中，各机构负责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例如大学、
院系、研究机构。各个机构通常会指定研究生院或类似组
织来负责博士项目。
•

9

.

合作学位包括联合学位（学生收到由两个机构在联合
的博士培训项目的基础上颁发的一份单独的博士学位证
书），也包括双学位（学生收到来自合作机构在一个联
合的博士培训项目的背景下颁发的两个学位），还包括
一个更随意的联合指导协议（通常有联合的指导）
9

8

2. 结果
·

基本标准:
• 根据良好研究做法的原则，博士项目必须使学
生具备成为合格研究者的能力；即使学生成为可
以负责任而独立进行研究的科学家。
•完成博士项目也必须对那些毕业后从事学术或
临床研究之外工作的人有潜在的价值。博士项目
可以培养他们的各项能力，包括通过批判性分析
和评估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适当转用新技术
和综合新想法的能力。

注解：
• 其他与博士项目有关的能力包括 博
士生：
10

·

·

·

已经展示出对一个研究领域的全面理解，并且
掌握了该领域的相关技能和研究方法；
•已经展示出思考、设计、实施和修改原创性研
究的重要流程，并且拥有学术的诚信，可以达到
国际索引期刊的水平；
•可以与他们的同行、更广泛的学术界和社会大
众交流他们的专业知识；
•预期可以在学术和专业的环境中，促进知识型
社会的技术、社会或文化进步。
•

其他的能力包括领导力、指导他人工作的能力、项目管
理和教学能力。
• 博士证书相当于欧洲资格框架的第8级。
•

10

博洛尼亚进程：欧洲高等教育领域的资格框架。

http://www.bologna-bergen2005.no/EN/BASIC/050520
_Framework_qualifications.pdf.

9

3. 招生政策和标准

基本标准
• 为了确保博士项目的质量，必须在一个竞争
和透明的过程中选择博士生。
• 博士项目的申请者必须达到与硕士学位或医
学 学位相符的教育程度.博士项目可以与硕士
或医学项目相结合，前提是不会降低个人项目
的质量。
•在招收一个博士生之前，或是在项目中一个
清晰界定的时间点，相关的机构必须评估和
认可一下几点：
• 博士生将要进行的研究项目的科学质量，
• 是否该项目可以预期以一篇论文作为总
结，内容关于要求达到的标准（第6部分），
且在该项目规定的时间框架之内，
•该项目鼓励创造和创新的程度，
•指定的指导老师的资格（见第5部分）。
•除非获得了完成博士研究项目的资源，一个
博士项目是不能开始的。
质量发展
•选择博士生时，应当考虑申请者的研究潜力，
而不仅仅是过去的学术成果。
11

应当通过对手写的项目描述的外部评估或向一
组独立的科学家进行项目展示，来评估各个项
目。
• 博士生应当有与对其所在的研究机构的贡献
相符的权利和义务
•

学生有义务获得额外收入，但应当保证学
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完成项目。
注解
•

根据博洛尼亚进程，1-2年的硕士项目和3-4年的学士
项目之后才是博士项目。只有4年硕士+学士项目的国
家应当用其他的资格进行补充。
• 有些国家不遵从博洛尼亚进程，为此，其他可以使学
生达到硕士水平的研究或工作经验可以在招生标准中
使用。
•招生后可能通过批准项目和指导老师，这就使得一种
模式成为可能，即学生在开始研究项目之前在项目选择
和项目开发上只花一段有限的时间，并且通常结合一些
课程工作。这不应缩短给项目指定的3-4年的时间。
•招生标准可能包括可证明研究能力的文档记录，其形
式可有如博士前的研究项目和出版的论文，过去研究的
成果，以及−对于医学生来说−临床经验。
•虽然人们希望招生过程能够透明，但是对于许多的机
构，博士项目被视为硕士和医学项目的延续。招收机构
自身的学生不应阻碍招收其他机构的学生。
•资源（内部或外部）包括项目的基础设施、运行费用、
课程费用、参加相关的国际科学会议的费用以及可申请
的入学费用。
• 必须向博士生提供充足的实验室、信息和办公室设
施。
• 资源也包括向博士生提供的助学金/工资，但是向学
生提供酬劳的方式可以不同。
•

该文件中的“医学”一词包括所有医学相关的专业，
例如牙科学、药物学、兽医学，等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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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博士培训项目

基本标准:
• 博士培训项目必须基于原创性的研究、课程
和其他活动，包括分析性和批判性思维。
•博士培训项目必须受到指导。
• 博士项目必须确保学生在伦理和负责任的研
究行为规则方面有大量训练。
• 博士项目必须在一个清晰的时间限制内完
成，总共相当于3-4年的全天时间。应该可以延
长时限，但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和特殊情况下才
可能。时限必须随育儿假和病假而延长。
• 该项目必须包括正式的课程，共持续 6 个月
（~30个学分），与博士项目平行。课程项目的
很大一部分必须与可通用的技能相关。
• 如果必要时，必须安排博士生在其他的机构，
包括其他国家的机构里完成他们博士生项目的
一部分。
• 与临床或其他专业训练平行的博士项目必须
与其他博士项目一样，在研究和课程工作上有
相同的时间。
• 在整个博士项目期间，必须有对博士生进步
的持续评估。
质量发展
• 应当支持其他地方的相关课程或相关经验。
• 对于临床医师的博士项目，应当提供从临床
岗位离开的时间，并将其作为这类项目的一部
分，特殊情况除外。
• 有关博士项目、指导等方面，以及私事相关
的私密的学生咨询应当由研究生院提供。

• 研究生院应当考虑为每个博士生成立一个论
文委员会，以通过与研究生和指导老师会见来
指导博士生的进展。
• 博士生代表应当与研究生院的领导进行沟
通，讨论关于设计、管理和评估博士项目的事
宜。应当支持和协助机构中以提高博士项目水
平为目标的学生参与和组织。
• 应当建立一个申诉机制，以便学生可以质疑
有关他们的项目和论文评估的决定。
注解：

年的全天时限有几个目的：
它可以确保科学工作量的上限。可期望其包含在
博士论文中，并且它是避免博士学位的要求随时
间攀升的一种有效方式；
它可以鼓励博士生为科学问题集中投入时间，确保
项目基于原创性的研究；
它可使研究生院设计出接收稳定的博士生流的结
构。
•正式的课程应当包括伦理学、健康和安全、动物实验（如
果合适）、研究方法学和统计学课程，还有可选择的学科
特异性的课程，以协助学生完成科学研究。.
• 通用技能的课程可包括对研究生的培训，例如向学术和
非学术群体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口头/海报/论文），大
学授课，语言技巧，项目管理，资金申请，对科学文献的
批判性评估，对技术员和从事研究的学生的指导，职业发
展和人际交往等。
• 通用技能方面的课程不仅对那些未来可能继续进行研
究工作的人（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机构），而且对那些继
续在其他领域工作的人也很重要。
• 为取得医学资格证的研修可与博士项目结合，形成一个
结构合理的MB/PhD 或 MD/PhD 项目。具体的命名取决
于国家惯例。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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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导指导
指导指导

基本标准:
• 每个博士生都必须有一名主要的老师，必要
时可有至少一名合作指导老师，以涵盖项目的
方方面面。
• 每个指导老师负责的博士生数量必须与该指
导老师的工作量相适应。
• 指导老师必须是合格的科学工作者，也是相
关领域活跃的学者。
• 指导老师必须与其学生有定期沟通。
• 机构必须确保所有的指导老师和潜在的指导
老师都能得到指导方面的训练。
• 指导老师 - 学生关系是博士生项目成功的关
键。他们双方应当相互尊重，共同承担计划好
的、达成一致的责任，并且都作出自己的贡献。
质量发展：
• 每个指导老师的责任都应明确。
• 指导老师应当拥有广泛的当地和国际人际
网，以便介绍博士生进入相关的科学界。
• 指导老师应协助学生的职业发展。

•各个机构应当考虑设计协议，该协议描述了指导
过程，需要指导老师、博士生和研究生院领导签字。
•主要的指导老师至少有一些正式的训练。
•可能的情况下，指导老师也应当在本国和外国的
其他研究生院作为博士生的合作指导老师。
注解

对于指导老师，合格的科学工作者意味着他或她通常拥有一
个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证书，并且是一位活跃的学者，对同行
评审的文献有稳定的科学成果贡献。
• “定期沟通”通常是指每月几次，但是频率视每个研究生的个
人需求而定，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可以有所变化。
•沟通过程中，应当讨论博士项目和计划的进程，提供普遍的
科学建议，协助项目管理，协助确认和启动后续项目，论文写
作，以及发表时的支持。
• 可以为所有指导老师安排基于网络的指导老师课程，以确保
他们知道博士项目的规定和作为指导老师的基本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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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博士论文

基本标准：
基本标准：
• 如果博士生已经掌握了独立展开原创性的科
学研究技能，也能够批判性地评估他人的工作，
那么博士论文必须成为评估的基础。
• 博士论文的基准必须是 3-4 年在国际水平上
研究的结构。在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领域，该
基准相当于在国际知名、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
表至少三篇无删节的论文。
•除了论文外，博士论文必须包含论文中涉及主
题的一份全面的综述、对研究目的的全面阐述、
研究方法上的考虑、结果、讨论、结论和博士
项目的进一步认识。
• 当博士论文采用其他形式时，例如一本专著,
评审委员会必须确保该论文与以上基准至少等
同。
• 临床医学的博士论文必须达到和其他博士论
文相同的标准。

质量发展：
质量发展：
• 为了得到国际认同，论文应用英文书写，并
且最好用英文答辩，除非国家规定不允许，或
是不可能或不符合期望。博士论文的摘要应当
以英文发表。
•论文或手稿是多人联合发表时，合作者声明中
应当记录：博士生对其做出了重要和独立的贡
献。博士研究结果的所有权应当阐述清楚。这
通常会防止同一结果在多于一篇论文中使用。

博士论文应当在研究生院的首页发布，最好未
经过删节。如果专利或版权法或其他原因妨碍了
这种做法，至少应公布论文的摘要。
• 应当有一份用当地语言写的论文的通俗总结。
注解：
•

国际知名期刊是指相关领域的高质量杂志，它们被
PubMed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
其他类似的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文献库收录。博士论文的
质量通常由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价。
• 博士生通常被认为对论文中的每项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
献，并且至少是某些论文的第一作者。
• 等同于至少三篇有全文的论文意味着一些论文论文可能
是手稿，与发表的论文有相同的水平。
• 有的机构要求至少发表一篇论文（有时还要求影响因子
超过一定的水平）。
• 有的机构允许如果论文发表在特别高级的期刊上，要求
发表论文的数量可以小于三。
• 建议使用英语这一最佳做法是因为英语是生物医学和健
康科学文献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因此也是倡导国际化的
最佳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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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估

基本标准：
• 接受博士论文必须包括接受书面论文和后续
的口头答辩。
•评审委员会按照第6部分的标准评估了论文和
口头答辩之后，会提出意见，相关机构必须给
予此授予博士学位。
• 评审委员会必须由有建树且活跃的科学家组
成，他们与博士项目进行的环境无关，并且没
有利益冲突。至少两个人应当来自其他的机构，
最好是各来自不同的国家。
• 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指导老师不得加入评审
委员会。
•如果对书面的博士论文有负面评价，那么通常
必须给博士生重写论文的机会。如果对口头的
答辩有负面评价，通常允许学生增加一次答辩。
在特殊情况下，评审委员会可以不考虑申请者
要求而直接拒绝接受一篇论文。

质量发展：
质量发展：
• 口头答辩应当公开。
• 为了推动国际化，在可能的情况下，相关机构
应当确保评审委员会至少包括一名来自其他国
家的成员。
• 除了论文之外，相关机构应当确保学生在博士
项目期间掌握了足够的通用技能。
注解:

不同机构的评审委员会的形式可不同。这里的评审委员会
是指提出关于是否接受博士论文和口头答辩的独立的人
员。
• 评审委员会不应与可能由相关机构作为证书授予过程的
一部分设立的一个委员会。
•为了确保博士生在提交论文后可以尽快找到工作，论文提
交和答辩的时间间隔尽可能短是很重要的，而且要与关键
的评估相一致。
• 各个机构应当探索使用信息技术，以便评审委员会的某
些成员可以远距离参与到论文评定和答辩的过程中，从而
达到评审的独立、合格、经济和国际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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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构

博士项目的组织形式取决于提供这些项目的机
构的结构，也取决于国家规定和相关的利益攸
关方。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可包括研究生院领导、
研究生院管理层、学生、全体教职员工、大学、
机构政府和相关的国家组织。
这一部分主要关于负责博士生教育的组织被认
为重要的特征。这里的组织指的是一所研究生
院，但是也认为也使用其他形式的组织。
基本标准
基本标准：
标准：
• 研究生院必须为博士生项目提供充足的资
源。这包括用来支持博士生入学、开展博士生
项目、博士论文评估和博士学位颁发的相关资
源。

质量发展：
•应当有定期回顾和更新博士项目结果、功能和
质量的程序。这通常包括指导老师和学生的反
馈。
•研究生院应当有网站，使用母语和英语，内容
包括以下相关政策的透明信息：
•研究生院领导和管理层的职责，
•质量保证和定期回顾，以提高质量，
•包含关于学生挑选过程明确声明的招生政策，
•博士项目的结构、时长和内容，
•评估博士生所用的方法，
•跟随学生个体学习进展的正式框架，
•指导老师指定政策，总述了指导老师的类型、职责和
资格，
•合理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

15

参考书目
1. Nerad M, Heggelund M (eds): Toward a Global
PhD, Univ Washington Press 2008.
2. "Doctoral Programmes for the European
Knowledge Society" Bologna Seminar, Salzburg, 3-5 February 2005. www.eua.be.
3. The Bologna Declaration of 19 June 1999;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Europe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http://ec.europa.eu/education/policies/educ/bol
ogna/bologna.pdf
.
4. Zagreb declaration and ORPHEUS consensus
documents 2004-2011. www.orpheus-med.org.
5. ORPHEUS 2009 position paper: Towards
Standards for PhD Education in Bio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2009.

www.orpheus2009.org/ and ORPHEUS website: www.orpheus-med.org
.
6. WFME Global Standards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in Medical Education: European
Specifications For Basic and 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FME/AMSE
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WFME Office
Copenhagen. See WFME and AMSE websites:
www.wfme.org and www.amse-med.eu.
7. Salzburg II Recommendations: European universities' achievements since 2005 in implementing the Salzburg Principles. Europe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 Council for Doctoral
Education. 2010. www.eua.be/cde.

※感谢 Xisong Ke (柯细松)对中文版的校对审核

 Organization for PhD Education in Bio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in the European System
 Association of Medical Schools in Europe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