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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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药学 

Marine Pharmacy 
专业代码 100707T 

修业年限 4 学位授予门类 理学 

专业设立及 

招生时间 
2015 支撑专业的学科 

药学 

（广东省重点学科 -

优势重点学科） 

专业总学分 /

总学时 

180 学分/ 

4424 学时 
专业招生规模 60-120 人/年 

2021、2022“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 A+专业，全国排名第二 

 

 

 

 

 

 

 

 

 

 

 

 

 

 

 

 



2.专业定位 

对标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瞄准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大健

康领域，立足华南地区，培养具备药学、海洋生物学、生物技术基础和实践能力

的应用型人才，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海洋生物医药人才的需求。 

 

3.历史沿革 

广东省是我国海洋大省，拥有丰富、独特的热带海洋生物资源和数量众多、

实力雄厚的药物研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已成为我国海洋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

2015 年，广东药科大学瞄准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结合省级优势重点学科

“药学”开设了广东省首个海洋药学专业，是我校交叉学科办学的试点。已毕业

4 届（247 人），平均每年为国家输送海洋药学专业人才 62 人，约占全国同专业

年均人才输送的 33%。2021 年和 2022 年连续获《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A+评



价，全国排名第二。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实现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培养

掌握海洋药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具备较为扎实的现代生物医药基

本理论及基本技能，能够从事海洋药物研究、开发、生产与工艺设计以及海洋生

物工程技术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服务于区域经济及健康中国战略对海洋生

物医药人才的需求。 

 

 

（三）培养规格 

3.1 学制与学位 

学制 4 年，理学学士学位。 

3.2 总学分和学时要求 

总学分为 180 学分（4424 学时），其中必修课 135 学分（2214 学时），选修

课 45 学分（810 学时），实践（含实验）59 学分，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总学分比

例为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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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学年进入毕业实习。 

3.3 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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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育以及职业素质等方面的要求，具有社会责

任感。 

(2) 具有较强的创新和创业意识、人际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以及终身学

习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3)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树立以维护健康、呵护生命为己任的价值观、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3.3.2 知识要求 

(1) 掌握与药学相关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基础学科的基本理

论与方法； 



(2) 掌握海洋生物学、经典药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现代生物技术和生物技术药物研

制基本专业技能； 

(3) 受到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和手段进行海洋药物研究、生产与工艺设计的基本训

练。 

3.3.3 能力要求 

(1) 具备从事海洋药物研究、开发、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工作的基本能力； 

(2) 具备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能力、较强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3) 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熟练应用一门外语，了解海洋药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动态和前沿信息； 

 

 

 

 

 

 

 

 

 

 

 

 

 

 

 

 

 

 

 

 

 

 

 



 

（四）课程体系 

坚持立德树人，突出“药学 + 海洋生物资源 + 生物技术”专业特色，融合

现代生物医药，培养三维创新性应用型人才。 

(1) 持续优化海洋生物资源学、药学和生物技术三大“核心课程群” 

强化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加强“海洋生物资源+生物技术+药”三大课程模

块建设，突出专业综合能力培养。 

 

(2) 基于课程群构建“跨课程综合性实验”体系，提高学生首岗胜任能力 

紧扣海洋医药产业发展需求，按产业上中下游工艺环节抽提核心课实验内容

组装成综合性实验。以《海洋生物技术综合性实验》（72 学时）和《模式生物与

海洋活性物质研究》（90 学时）为代表。综合性实验以项目为核心，让学生得以

综合应用知识技能，完整实践行业工艺流程，提高首岗胜任力。 



 

 

(3) 实施《专业拓展》 计划，将“导师制” 和“科研促教学” 结合，提升学生创

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将《专业拓展》计划纳入培养方案（72 学时，5 个学分，贯穿大三全学年）。

通过“本科生导师制”实现师生全员参与；结合导师研究方向与社会需要凝练拓

展专题，学生双向选择加入拓展专题小组，实现“科研促教学”；允许学生跨专

业流动，满足个性化发展需要；将《专业拓展》与毕业实习紧密衔接，实现了

3+1 培养模式下的“3”向“1”的无缝对接。 

 

 

 

 

 

 

 

 

 

 

 

 





（五）师资队伍 

1. 师资队伍现况 

本专业现有教师 45 人，其中教授 18 人，高级职称占比 85.7%，博士学位占

比 82.3%。现拥有广东省教育厅生物制药创新团队、广东省教育厅基础医学教学

团队等核心教学科研团队，学科背景涉及海洋生物学、药学、细胞生物学、遗传

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学科。近 3 年教师获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31 项（国

家级 15 项），支撑了本专业 50%以上的毕业论文选题；授权专利 20 项；省市级

成果 5 项；广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 2 项。 

2. 专业负责人情况 

原丽红，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2019 年至今，就职于广东药科大学，

任生物工程一级学科负责人、海洋药学专业负责人、海洋药学系主任，广东省生

物技术候选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广东省热带医学学会理事、广东省

欧美同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动物学会监事、国家林业科技专家、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专家评委、广东省动物学会承担政府职能转移专家、广东科技

成果评价专家、广州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近年来主要开展“海洋药用生物

活性物质体外合成与利用；多组学技术解析生物功能基因进化、环境适应和传播

扩散机制”相关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1 项，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1 项（任务负责人）、人社部留学人员择优资助项目

1 项，以及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项

目、广东省科学院青年科技人才基金等项目 13 项，做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国家、

省、市科研项目 10 余项。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2 项（2018，排名第一；

2017，排名第六）。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EI 论文 30 余篇，研究成果

被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PNAS, Genome Biology 等 Top 期刊引用和评论。以第

一发明人获得授权美国发明专利 2 件、日本发明专利 1 件、中国发明专利 6 件。

目前主要承担了《模式生物与海洋活性物质研究》、《海洋保健食品》、《细胞生物

学》、《神经生物学概论》等本科课程的教学。 

 

 

 



（六）教学条件 

广东药科大学海洋药学专业是广东省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海洋药学专业，

本专业在教学过程中依托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生物医药类专业创

新人才培养实验区）、药学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广州大学城健康产业产学

研孵化基地（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生物技术候选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生物活性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中心（生物制药综合性工程训练中心）、

生物医药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省级）、广东药科大学中英生物资源与创

新药物联合研究中心（英国剑桥大学）等平台，拥有台式超高速冷冻离心机

（Beckman Coulter 美国）、荧光定量 PCR 仪、凝胶扫描成像仪、-80℃超低温冰

箱、酶标仪、电子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Olympus 日本）、流式细胞仪

（Beckman Coulter 美国）、核酸蛋白分析仪和半制备 HPLC、蛋白样品快速制备

系统（GE 美国）、冰冻组织切片系统（Lecia CM1850, Germany）等大型科研仪

器，以及洗板机、液氮罐、细菌培养箱等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组

织病理学常用仪器设备，很好的满足本专业开展“小规模和精品化”教学的需求。 

同时，通过校企协同、校所合作等方式在广东省海洋药物重点实验室、中国

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南热带海洋生物实验站、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本专业的实习基地，为

学生提供充足的毕业实习场所，毕业设计做到每人一题。 



建有海洋药用生物标本馆，已收藏海洋药用生物标本 200 余份（数千个个体），

涵盖棘皮动物（海参等）、腔肠动物（珊瑚）、软体动物（螺贝）、节肢动物（虾

蟹）、脊索动物（海马、石斑鱼等）、海洋植物（藻类）等类别，满足教学示范和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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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建设水平不断提高。近三年来获获广东省第九届等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省级教改课题 10 项，广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 2 项。教师发表

教改论文 27篇。双创教育成果显著，学生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和双创项目 45项，

其中国家级奖 18 项。 

 

 

 

 

 

 

 

 

 

 

 

 

 



(二) 人才培养效果 

1. 学生成果 

近 3 年本专业学生主持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 2 项，省级创新创业项目 10 项；

获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优胜奖 3 项；获“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 1 项；获“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省级一等

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校级金奖 2 项；本科生参与发表学术论文

20 篇（其中 SCI 论文 8 篇）。 

2. 毕业生培养质量 

2019-2022 年，我校共有海洋药学专业毕业生 247 人，。学生就业+升学人数

占总毕业人数 98%以上，就业去向包括海关、医院、制药企业、生物技术公司、

医疗器械公司等；有 26 人在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继续深，如悉尼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 

3. 外部评价 

我校海洋药学专业在 2021 年和 2022 年连续获得《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

A+评价，全国排名第二，其中“就业情况”获 A/A+级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