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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定位 

1. 基本信息 

专业名称 
药物制剂

（Pharmaceutics） 

 

专业代码 100702 

修业年限 4 学位授予门类 理学 

专业设立时间 1992 年 所在院系名称 药学院 

专业总学分 180 专业总学时 3820 

招生规模 128 人/年 

2022“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 排名层次 B+，专业排名全国第 14 

2. 专业定位 

本专业是以理科为基础、具有工科特色的理工兼容的综合应用专业。专业面

向医药强国战略需求和国家医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秉承“药学中西 医道济世”、

“励志笃行 融通日新”的校训校风精神，依托省内首个药物新剂型重点实验室，

将3D打印、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工科新技术融进教学，为专业建设注入新工科

特色。以“厚品德、尊个性、强基础、善思维、塑能力”为目标，培养系统掌握

药物制剂基本理论知识、实验技能与工程技术，具备从事药物剂型及制剂的设计

研究、药物制剂的生产及质量管理、制剂工艺设计以及承担药品调剂和临床用药

指导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药物制剂创新人才。 

3. 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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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健全的人格品

质，具备药物制剂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

职业道德和沟通能力，具备创新精神和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够在药物制剂设计与

制备、生产与应用等领域，从事药物制剂的研发、生产、质量控制、技术创新和

应用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药剂学专门人才。 

（三）培养规格 

1. 学制与学位：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 

2. 总学分和学时要求： 

药物制剂专业总学分为 180 学分（3820 学时），其中必修课 135 学分（3010

学时）、选修课 45 学分（810 学时），包含实践（实验）课 57 学分。除以上学分

外，另须按照《广东药科大学“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要求修

满 10 个第二课堂学分。 

3. 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1）知识要求 

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学生

心理健康知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创新创业基础知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基本理论知识，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 

②掌握化学、生物学、基础医学等药剂学相关的基础学科基本知识和实验技

能； 

③掌握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药物化学、药理学、药物分析、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药物制剂工程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④掌握医药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⑤熟悉药物制剂研究、剂型设计与改进、药物制剂生产工艺设计的基本思路

和方法； 

⑥熟悉药事管理的法规、政策的基本知识； 

⑦了解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动态和前沿信息。 

（2）能力要求 

①具备在药物制剂设计与制备、生产与应用等领域从事药物制剂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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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质量控制、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基本能力； 

②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具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文献检索和资料查

询方法等获取相关信息，并应用相关的数理基础知识与技能分析处理本专业相关

问题的能力； 

③具备熟练阅读和翻译本专业英文文献资料的能力； 

④具备良好的自学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

力，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及综合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较

好的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素质要求（包括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 

①学生应达到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及职业素质教育等方面的要求，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健全的人格品质，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

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有较强的创新和创业意识、人际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合

作精神、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②学生应适应我国医药事业发展需要，系统学习药物制剂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受到实验方法、实践技能的基本训练以及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

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四）课程体系 

本专业课程体系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及实践教学环节。 

1. 专业基础课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

物学与免疫学、生理学、高等数学、医药数理统计、物理学、无机化学实验、有

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等。 

2. 专业核心课 

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药物化学、药理学、药物分析、药用高

分子材料学、药物制剂工程学、药剂学实验、药物化学实验、药理学实验等。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1）专业类实验 

主要包括药学类专业课实验（药剂学实验、药物化学实验、药理学实验、药

物分析实验、天然药物化学实验、生药学实验等）、化学类基础课实验（有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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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无机化学实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实验等）、生物学和基础医学类实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生理学实验、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人体解剖学实验等）。 

（2） 集中见习与实训  

学生参加 GMP 车间实训。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参加行业、企业

等实践合作的活动，参加实验室开放、课外科技活动、创新创业活动等实践活动，

通过各种活动提升综合素质，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3）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设计） 

学生到制药企业、医药研究机构、医药院校、医药公司、医疗卫生机构等进

行为期 16 周的毕业实习，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创新能力、实践工作能力以及沟通协调能力。 

毕业论文与毕业实习同时进行，时间为 16 周。毕业论文包括选题、实施、

撰写与评阅、答辩环节。毕业论文的选题应符合医药行业人才能力素质目标要求，

并应结合专业相关的科研、药品生产、质量控制、技术改造和应用等的实际问题；

综述不能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实验性论文选题占本专业全部论文选题的 90%以上。

保证一个学生一个题目，使学生能够在毕业论文的实施过程中学会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所有学生需通过答辩获得毕业论文成绩。 

（五）师资队伍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2016 年药物制剂研究团队、2017 年靶向药物研究团

队获评广东省高校创新研究团队。 

专业负责人主要从事药物制剂新技术与新型给药系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主持省级、校

级教改项目多项，主持建设广东省线下一流课程《药剂学》。注重科教融合，积

极吸收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指导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4 项，指导 2 名研

究生获国家奖学金，指导 1 名研究生获“优秀毕业生”称号，指导的本科生论文多

次获校优秀毕业论文，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科研论文 5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0 多篇，授权发明专利 1 项。讲授 2 门本科课程《药剂学》、《生物

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理论课和实验课。 

专业教师队伍共有 108 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65 人；拥有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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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师 58 人，博士硕士生导师 40 人。拥有教育部药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青年珠江学者 1 人，省特支计划百千万工程青年拔尖人才 1 人，广州市珠江

科技新星 3 人，全国高等学校“千百十”省级培养对象 5 人，校级培养对象 20 人，

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3 人，广东省师德先进个人 1 人，广东药科大学“教学名

师”3 人。 

（六）教学条件 

本专业教学条件优良，适应培养目标需要。有一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中心仪器设备总数 2000 多台，中心仪器总价值 4000 多万元。拥有一个省级重

点实验室：广东省药物新剂型重点实验室；4 个省级工程中心：广东省高校药物

缓控释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局部精准递药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

东省先导化合物发现与新药研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分子探针与生物医学

影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根据药物制剂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要求，设立了独

立的实验课程，并建立了 GMP 模拟生产车间、药理药效筛选与药效评价中心模

拟科研实验室、制药设备车间模拟工程操作、药德堂模拟社会药房等 4 个模拟实

际工作现场的校内实践教学实验室。 

除了校内教学条件以外，本专业还开展了校企合作和示范实践基地建设，探

索学校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的药物制剂人才培养新模式。加强医药企业的联系，

与广州医药集团建立了国家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广东省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

基地的同时，与省内 76 个医药企业建立了校外实践基地，覆盖了从药品研发、

生产、检验、流通到使用各个环节，融合了技能训练、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培养，

弥补了现行高等教育普遍缺乏的社会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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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专业相关的重要信息 

（一）专业及教师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本专业持续开展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教学成果增长明显。建有国家

级线下一流课程 1 门——《药物分析》；省级线下一流课程 3 门——《药剂学》、

《药物分析》和《分析化学》；省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1 门——《药物化

学》；省级研究生示范课程 7 门——《波谱解析》、《色谱分析》、《分子药理学》、

《遗传药理学》、《高等仪器分析》和《高等有机化学》和《药物代谢与药物动力

学》。 

“十三五”至今，学院承担省级教学研究课题 12 项。近年获得省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 2 项，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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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课程思政建设为抓手，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

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和教育教学全过程。专业教师获推荐 2021 年省级课程

思政改革示范项目示范课程和示范课堂各 1 项，获批 2020 年省教育厅课程思政

建设改革示范项目 1 项。建设校级示范专业 1 门，校级示范课程 7 门。 

（二）人才培养效果 

本专业重视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近年来本专业学生在各类创新

竞赛中成绩优异，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共获奖 19 项，共获得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 38 项，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全面提高。 

本专业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以本专业学生为骨干力量的“药学院安全用

药宣传服务队”是广东省第一支省级安全用药宣传服务队。2016 年暑假至今，服

务队赴粤东西北等多个乡镇开展安全用药宣传，深受当地民众和基层医药工作人

员欢迎。并因此荣获了“2021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全国重点团队”称号。  

近三年本专业毕业生的平均初次就业率超过 98%，处于同类院校中较高水

平。近三年，对本专业实习基地及就业单位进行毕业生培养质量随机调研，调研

企业覆盖医药行业检验、生产、流通、销售等领域。调研企业为：广东省药品检

验所、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药品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曼秀雷敦（中国）药业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冯了性（佛山）

药业有限公司、广州玻思韬控释药业有限公司、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

基地单位。结果显示：在职业素养方面，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道德、敬业精神、

行为规范、工作态度、诚信意识等方面表现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占 95%以上。在

综合能力方面，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非常满

意占 90%以上。 

 

近年来药物制剂学生参加省级以上比赛获奖情况 

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所获奖项 

广州环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金奖 
2016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

生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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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银奖 
2016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

生创业大赛 

健平保健品研发有限公司 

 
广东省银奖 

2016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

生创业大赛 

广州市安宁疗养中心 

 
广东省银奖 

2016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

生创业大赛 

广州这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东省铜奖 

2016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

生创业大赛 

广州衡必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铜奖 2016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

生创业大赛 

大学生闲置资源优化与调配研

究 

广东省铜奖 2016 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

生创业大赛 

基于冬凌草毛状根的冬凌草甲

素合成体系的研究 

自然科学类学术

论文省级三等奖 
2017 年第十四届“挑战杯”广东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  

白簕降糖片的研制及其降糖药

理活性研究 

广东省三等奖 2015 年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南粤大地“中药渣增效转化资源

化模式” 

全国冠军, 并代

表中国参加“创行

社会创新大赛世

界杯”，最终进入

全球 16 强 

2017 年创行世界杯中国站社会创

新大赛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省级 
2018 年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

会 

广东省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 

男子群狮第一名、

男子传统南狮第

六名 

2019 年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

会 

从表面接触润湿性视角解析不

同微球与角膜前粘蛋白间微互

作机理以致降眼压药效学差异 

国家级创新研究

一等奖 
2020 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

学创新研究暨实验设计论坛 

邑绿相承 十年筑梦—农业废弃

物“增效转化”新模式 
省级银奖 

2020 年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延长滞留时间和提高眼部生物

利用度交联温敏纳米水凝的制

备及评价 

广东省三等奖 
2021 年第十六届挑战杯自然科学

类学术论文 

乌榄提取物的制备及其降低氟

苯尼考抗菌剂量的研究 
创新成果三等奖 

2021 年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药苑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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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鼻饲用药全程化药学服务

模式探索及实践 
创新成果三等奖 

2021 年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药苑

论坛 

粤柑酵新-复合微生物发酵技术

助力废弃柑肉处理 
红旅-银奖 

2021 年第七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 

健康无价，美丽有“鱼”-基于斑马

鱼模式生物的化妆品功效评价

系统 

高教-铜奖 
2021 年第七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 

 

近年来药物制剂学生所获实验创新项目和科技活动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名称 所获奖励或支持名称 时间 等级 授予部门 

基于多指标成分的天然与

人工沉香药材商品规格与

质量等级对应分析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7年 国家级 教育部 

基于生物信息学的乳腺癌

治疗药物的筛选及其分子

机制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7年 国家级 教育部 

基于关键生物标志物的复

杂疾病非侵入性诊断模型

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7年 国家级 教育部 

独一裁心工作室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7年 国家级 教育部 

电分析法快速检测化妆品

中非法添加的甲硝唑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7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微波辅助双水相萃取-分散

液液微萃取分析龙眼中的

手性农药残留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7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柚子籽中部分化学成分分

离纯化及其抗肿瘤活性筛

选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7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新型靶向钌金属配合物对

胃癌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及机制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7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表面修饰抗体亲和色谱固

定相的研究及其在检测有

机有害物质中的应用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7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以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及

矩阵平行合成为技术平台

寻找新型 FFA1 激动剂类

降糖药物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8年 国家级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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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超细炭微球的合成及

胰岛素释放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8年 国家级 教育部 

高剂量低刺激性辣椒碱透

皮制剂的制备及评价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8年 国家级 教育部 

可克服圆窗膜生理屏障具

高效穿膜能力的新型纳米

递药系统的构建与评价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8年 国家级 教育部 

基于离子交换微纳米载体

给药系统中药物的微观分

布及状态与调控释药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8年 国家级 教育部 

具有眼部损伤临时封闭作

用注射器的发明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

培育专项资金（“攀登

计划”专项资金）项目 

2018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仿生靶向递药囊泡的发明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

培育专项资金（“攀登

计划”专项资金）项目 

2018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桃金娘科中基于 GPR40 靶

标的抗糖尿病药效分子的

构效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8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功能化纳米材料电化学传

感器的研制及其对酪氨酸

的分析应用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8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氟苯尼考自微乳的制备及

其质量评价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9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Puronic 表面活性剂自组装

控制合成碳纳米球及药物

释放规律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9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难溶性药物氟苯尼考纳米

结晶的制备与评价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9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NOX4 与 IL-6 协同促进非

小细胞肺癌恶性增殖的研

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9年 国家级 教育部 

PLGA 纳米粒表面特性对

眼球屏障功能的调节作用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9年 国家级 教育部 

模式生物斑马鱼评价化妆

品安全性的商业应用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9年 国家级 教育部 

间苯三酚衍生物的合成及

抗皮肤癣菌活性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9年 国家级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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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复合材料电化学传感

器的研制及其对中草药中

重金属的分析应用研究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

培育专项资金（“攀登

计划”专项资金）项目 

2019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一种用于皮肤美白祛斑的

可溶解微针贴片的研发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

培育专项资金（“攀登

计划”专项资金）项目 

2019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一种磁靶向单分散伊曲康

唑/介孔炭载药微球的优化

设计合成方法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

培育专项资金（“攀登

计划”专项资金）项目 

2019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甘蔗渣转化增效资源化技

术创业实践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20年 国家级 教育部 

从离子交换微球/纳米粒与

角膜-泪膜二界面膜微互作

契入开展角膜前滞留和药

效学一致性作用机理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20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双醋瑞因纳米混悬凝胶剂

的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20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虎杖苷抗痛风性关节炎作

用研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20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止痒舒肤油凝胶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21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基于亲水性材料

2-HP-β-CD 修饰的氟苯尼

考 PLGA 纳米粒的制备与

评价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21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金属有机骨架电化学传感

器的研制及其对葛根素的

检测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21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基于 microneedle-DDS 的

抗坏血酸-葡萄糖苷透皮贴

片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21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药＋药膳养生酸奶 
大学生创创业训练项

目项目 
2021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山珍贡品——中高端茶油

的原创者和领跑者 
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 2021年 省级 广东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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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本专业依托学科为药学一级学科，学科现共设有药学类的 6 个专业和药学硕

士一级学位授权点，涵盖了药学类主要本科专业和药学二级学科，已形成完整的

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药剂学学科为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 

本学科科研条件良好，建有广东省药物新剂型重点实验室（2004 年）、广东

省生物技术候选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2012 年）、广东高校药物缓控释制剂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2009 年）、药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4 年），拥有一批

现代化医药研发仪器。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承担了 126 项国家级、省部级

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项目，获得了 1.2 亿元科研经费，发表了千余篇科研论文，

荣获广东省、广州市科技进步奖 16 项。而且，本学科积极开展产学研结合的新

药、新产品开发研究，成果转化成效显著，服务于广东省乃至华南地区的医药产

业，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广东省内名列前茅。研究开发的脑心

清片、尼美舒利系列、玉屏风颗粒、硝苯地平缓释片、七叶神安片、抗病毒口服

液、头孢呋辛酯片七个产品上市以来，年销售额均超过 1 亿元，为医药经济发展，

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领衔并发挥“粤港澳医药产业协同创新联盟”

集群效应，强化本学科在广东医药产业链的引领作用，成果支撑制药企业重组上

市，其中由我校附属制药厂转制的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市值过百亿、

在香港上市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多年药物制剂科研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国家、

广东省和我校药学发展纲要的要求，并结合医药产业发展的需要，形成的“缓控

释制剂的研究”、“生物技术药物新剂型的研究”、“微粒给药系统的研究”等研究

方向，在广东省及华南地区具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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