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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药工程与技术由化学、化工和药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学科专业，隶属于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具

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教育底蕴，是国内首批设置制药工程与技术专业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

之一。学院拥有制药工程与过程化学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化学生物学上海市重点实验室、新药设计上海

市重点实验室、制药工程系、中药现代化工程中心、GMP 研究中心，教学与科学研究设施先进，有一支由

院士、国家千人计划、973 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863 领域专家、新世纪优秀人才、

上海市东方学者和浦江人才等组成的优秀导师队伍，在制药工程与技术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近年来，广大研究生参与了百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863、国家重大

新药创制专项等各级各类科技项目，取得了多个国家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项。学科现有博导 20 名，硕导

35 名。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应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实

验技能；至少学习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查阅和分析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并具有良好的写作和进行国际学

术交流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能力，能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成为

活跃于化学与工程交叉学科领域的复合型、创造型高级人才。  

二、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博连读生学制为 5 年，学习年限不超过 8年，课程学习成绩有效期自研究生入学开始为 8 年。  

三、研究方向 

    1. 绿色制药工程 

  2. 手性药物制药技术 

  3. 药物制剂 

  4. 中药制药  

四、课程设置和学习  

    1. 本学科硕博连读生应完成不少于 40 学分的课程学习，其中硕士阶段不少于 30 学分，博士阶段不少

于 10 学分。 

    2. 根据校内资源共享及学科交叉的原则，研究生可选修数学或其他同类学科的专业课作为本学科的专

业选修课，学分认可。 

    3. 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政治和外语课程不及格的研究生，可在学制内参加重考。数学和专业

核心课程不及格的研究生，可在学制内参加重考或重修相同性质的课程；参加重考或重修的研究生必须经

选课后取得考试资格，重考与他届研究生同卷同堂进行，不再另行安排。政治、外语、数学和专业核心课

程重考或重修不合格累积 4 学分及以上者，按退学处理。 

    4. 提倡硕博连读生自主学习和研究，提高创新能力。硕博连读生在进行课程学习的同时需参与课题组

的科研、学术活动，进行学位论文的前期工作。  



五、博士生资格认证  

    1. 通过条件 

  (1) 修满规定硕士、博士阶段全部学分，成绩合格。 

  (2) 通过论文开题报告。 

  (3) 完成至少两次文献分析报告，并通过实验技能考核。 

  (4) 具有优良的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健康的身体和心理，以及良好的培养潜质。 

  2. 步骤 

  (1) 硕博连读生博士生资格认证在入学后的第 4 学期末完成。对个别优秀的学生，可适当安排在第 3

学期末进行。 

  (2) 硕博连读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本人填写《华东理工大学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生资格认证表》，学院

审查课程成绩，由导师如实填写硕博连读生的科研能力、科研作风、思想品德等情况，考核小组在规定时

间对本专业的硕博连读生集中进行考核。集中考核方式：先由硕博连读生做开题报告，接着导师介绍该生

发表论文及科研工作情况。考核小组就专业基础知识及课题研究情况进行提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做出

通过与不通过博士研究生资格认证的结论，并由考核小组负责人签字，名单报研究生院审核。 

  (3) 经研究生院审核确认具有博士研究生资格的硕博连读生从通过博士生资格认证的下一学期开始享

受博士生待遇，并作为录取的博士研究生上报教育部。  

六、论文发表  

    1. 申请博士学位者，必须完成三项学术成果。（含专利、论文，三项学术成果中至少两篇为学术论

文，其中至少一篇为 SCI 收录，发表的论文影响因子之和至少为 2.0，学术论文不包括国际国内会议论

文）。 

  2. 学术论文应发表在国内核心刊物、国外学术刊物上。国内核心刊物以学校学位申请学术成果要求的

最新规定的界定为标准。 

  3. 如论文发表于本领域国际著名的高影响因子学术刊物上，则可适当降低对学术成果数量的要求(具

体见药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4. 学术论文须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署名单位为华东理工大学）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

第二作者，内容与博士学位论文内容相关。 

  5. 学术论文须以华东理工大学为唯一或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和论文通讯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均需为

华东理工大学。 

  6. 与国内外单位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时，其博士研究生的署名单位为华东理工大学。

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要求至少有 1 篇论文需以华东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其它学术论文的单位署名

顺序和校外指导教师的署名要求以联合培养协议为准。 

  7. 授权或公开的发明专利，应以华东理工大学为第一申请单位，专利内容应与博士学位论文内容相

关，学生排名不限。  

七、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培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博士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

训练，是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 

  从事学位论文的工作内容及其所产生成果的知识产权属华东理工大学。与外单位联合培养研究生或联

合开展学位论文的，根据合作合同判定。 

  学位论文的评阅、答辩和学位申请与授予等工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华

东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进行。  



华东理工大学制药工程与技术二级学科硕-博连读生课程设置表 

(≥40 学分，4 个学习单元内完成) 

学习单元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位课

必修/ 

选修

学时/

学分 １ ２ ３ ４

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设置表（硕士阶段） 

1.公共课(学位课) ，≥8学分 

009M010100A001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科） 学位课 必修课 18/1  √   

009M030500A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学位课 必修课 36/2 √    

011M050200A009 国际英语交流 学位课 必修课 16/1   √ √

011M050200A010 高级英语阅读 学位课 必修课 16/1 √    

011M050200A011 学术英语写作 学位课 必修课 16/1  √   

006M070100A001 数理统计方法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006M070100A002 最优化方法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006M070100A003 计算方法 

三选一或在

专业核心课

中补足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2.专业核心课 (学位课) ，≥11 学分 

018M081704B120 高等制药工程 学位课 选修课 64/4 √ √   

018M081704B123 高等制药分离工程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018M081704B112 制药过程化学 学位课 选修课 64/4 √ √   

018M081704B121 制剂技术与工程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018M100701B009 高等药物化学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018M081704B135 高等波谱学 学位课 选修课 48/3   √ √

018M100701B128 现代仪器分析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3.专业选修课(非学位课) ，可以多选数学、学位课、其它专业学位课和非学位课，满足总学分 

018M081704C136 学术讲座 非学位 必修课 32/2 √ √ √ √

018M081704C134 研究生实践环节 非学位 必修课 32/1   √ √

018M100701C115 高等有机化学 非学位 选修课 48/3 √ √   

018M100801C034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8M081704C137 工艺安全管理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8M081704C138 产品安全监管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8M100801B018 中药制药工程选论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8M100701B012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018M100701C026 化学信息学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8M081704C129 
外教特聘教授讲座（Practical Organic 

Synthesis）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8M100801C020 药事管理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8M100701B127 化学生物学（全英文）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4.综合素养课(非学位课) ，≥2 学分 

014M040300D002 健身（必修） 非学位 必修课 16/1 √ √ √ √

009M010100D003 科学导论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09M030500D001 科研道德与科学研究规范 

至

少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09M030500D002 外国名著欣赏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2M020200D002 研究生心理导航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5M030101D001 专利实务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09M030500D003 音乐家与世界名曲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09M030500D004 经典歌剧音乐剧赏析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2M120200D001 职业发展管理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3M050400D001 古典文学研究 

选

修

1

学

分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7M120500D018 文献检索与检索案例研究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2M120100D002 思危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   

012M120200D002 创新创业领导力及执行力(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013M050400D002 创新设计学(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   

009M010100D004 科学研究与实践(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0M030301D001 公益创业(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012M120200D003 创业财务(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

012M120200D005 创新创业经典导读(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

012M120200D004 商务沟通(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

012M020200D004 创新思维与执行力(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设置表（博士阶段） 

1.博士公共课（学位课） ，≥4 学分  

009D030500A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必修) 学位课 必修课 36/2 √ √   

011D050200A001 博士英语口语 学位课 必修课 32/1 √ √   

011D050200A002 博士英语写作 学位课 必修课 32/1 √ √   

2.博士专业课 (学位课) ，≥6 学分 

018D081704B100 手性药物合成 学位课 必修课 32/2   √  

018D081704B102 有机合成反应及机理 学位课 必修课 32/2 √    

018D081704B104 制药技术前沿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018D100701B008 专业文献综述及讲座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