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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是建立在化学和生物学基础上的进行药物研究的一级学科，包括药物化学、药剂学、生药学、药

物分析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药理学等六个二级学科。我校药学学科历史悠久，始于 1952 年建校时的

“化学制药工学”，1986 年获得药物化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4 年药学院成立以后，本学科获得了快速发

展，现拥有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建有博士后流动站。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中国工程院

院士 1 名、国家千人计划 1 名、青年千人计划 1 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 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 5 名、上海高校特聘教授 2 名，博士生导师 25 名、硕士生导师 45 名。本学科在创新药物研究领域特色

鲜明，并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尤其是基于结构药物设计方向位居国际前列，药物化学生物学和药

物化学方向具有国际声望。本学科拥有先进的教学和科研设施，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 计划、863

计划、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等众多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并取得了以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代表的多

项科研成果。本学科 2009 年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排名全国第 10，2011 年获批设立上海市新药设计重点实

验室，2012 年入选上海高校一流学科。  

一、培养目标  

    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要求本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掌握坚实宽广的本学科的基础

理论知识和专业实验技能，深入系统地了解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和研究前沿；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

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具备较好的计算机技能，能熟

练使用计算机进行文献检索，并使用计算机辅助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良好的团队精神和较

强的创新精神，具有独立从事创新药物研究的能力，能在药物研究领域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能胜任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制药企业等单位的教学、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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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化学生物学：含分子探针、合成生物学、化学生物组学等分支方向； 

  2. 药物设计学：含药物设计、药物信息、生物分子模拟等分支方向； 

  3. 药物化学：含合成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药物合成方法学等分支方向； 

  4. 药理学：含药物筛选、肿瘤药理学、神经药理学等分支方向； 

  5. 药物分析学：含药物色谱和波谱分析、药物分析方法等分支方向； 

  6. 药剂学：含生物药剂学、药物传递系统等分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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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优良的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健康的身体和心理。 

  （2）修满规定硕士、博士阶段全部学分，成绩合格。 

  （3）通过论文开题报告。 

  （4）完成至少两次文献分析报告，通过实验技能考核。 

  （5）导师认可其培养潜质。 

  2. 步骤 

  （1）理工科类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生资格认定在入学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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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资格认定表，学院审查硕-博连读生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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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导师介绍硕-博连读生发表论文及科

研工作情况，考核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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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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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下一学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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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华东理工大学关于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暂行规定》执行。 

  2. 硕－博连读生在校期间至少应以第一作者（包括导师第一作者，申请者为第二作者）在国内外学术

核心期刊（国内核心刊物以校学位申请学术成果要求的最新规定的界定为标准）上发表 3 篇学术论文（论

文必须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其中最多包括专利数 1 项，不包括综述文章及会议论文），申请人署名为华

东理工大学，且通讯作者第一单位必须为华东理工大学。 

  3. 发表论文的 SCI 影响因子加和大于等于 3.0，或有一篇论文 SCI 影响因子大于 2.0，才有资格向学

院分学位委员会和校学位委员会申请授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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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理工大学药学一级学科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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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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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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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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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M100701B122 药物合成方法学 学位课 选修课 6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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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M100701B111 药物波谱解析 学位课 选修课 48/3   √ √

018M100701B014 应用药理学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018M100701B126 现代药剂学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018M100701B130 药学专业基本技能训练 学位课 必修课 12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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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M100701C147 研究生实践环节 非学位 必修课 32/1   √ √

018M100701C125 药学导论 非学位 必修课 4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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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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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M100701C030 药物基因组学概论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8M100701C110 药物代谢动力学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018M100701C022 物理有机化学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003M071001B008 应用微生物学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8M100701C028 荧光化学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8M100701C113 药理实验方法学（含实验） 非学位 选修课 4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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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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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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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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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M081200D004 高级信息技术基础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05M081200D005 高级计算技术基础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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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D100701B007 创新药物研究进展（前沿讲座） 学位课 必修课 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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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D100701B101 交叉学科文献累积考察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018D100701B015 药理学前沿 学位课 选修课 16/1    √

018D100701B012 药物信息学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