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标准》中的

代码填写。  

二、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

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尚

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

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

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专业学位领域（方向）参考《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中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的领域（方向）填写，填写数量由

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领域（方向）数量来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账目的经

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

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封面及

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本表封面之上，不

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专业学位类别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

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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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专业学位简介 

I-1  专业学位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简要介绍本专业学位的办学定位、发展历程、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与行业或职业发

展的衔接、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等有关内容。（限 1000 字）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从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等五大任

务对未来 15 年的健康工作进行了部署。医药制造作为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发现新药用来治疗各类疾病、探索药物的作用机制、寻找药物新辅料与新剂型等，是医药制造的核心部分，

对大健康产业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院现有制药工程和药学 2 个本科专业，拥有制药工程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学院整合相

关资源设有药物分子设计与合成研究所、生物化工与制药工程研究所、缓控释药物研究室、生物活性分子

合成和应用研究所、肥胖和代谢疾病研究所等院设科研机构。发展新的药学专业型硕士点，满足学院科研

的需要，并培养大健康产业所急需的应用型药学人才则很重要。 

学院现拥有实验设备价值近两千万元，并建有校内外实习教学基地十余家，具有较完备的专业实践教

学与科研实验平台条件。学院近年来大力引进药学及相关学科的各类人才，目前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

黄山学者特聘教授 6 人，安徽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 1 人在内的四十多人的教学科研队伍。主持包括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60 余项，近年来

发表 SCI 收录论文近 200 篇。另有 16 位行业教师工作在药物生产、应用和监管部门。 

按本学院的师资力量、科研特色及社会对药学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我们拟为药学专业硕士学位点设置

4 个方向领域：（1）药物作用机理：针对防治重大慢病的药物和生物活性物质作用机制和靶标展开研究；

（2）药物设计与合成：针对重大疾病进行药物设计与合成，旨在发现结构新颖、活性高、成药性强的小

分子化合物；（3）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从自然界寻找缓解或治疗疾病的化学物质，并对它们进行结构改

造；（4）药物新辅料与新剂型：融合药学、材料学、生物学及医学等学科，发展新型的药物辅料与剂型。 

国家对药学应用型人才的强烈需求是我们申办药学专业硕士学位点的前提；学院强大的教学科研队伍

则是高质量运行本学位点的支撑和保障；医药科技大楼的投入使用则为本学位点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足够

的物理空间。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时代要求下，本专业硕士点将坚持基础研究与国家区域产业发展紧密

相连，为国家培养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适应安徽产业需要的应用型药学人才。因此，本学科既是我院

和我校专业建设发展的急需，也是安徽省药学学科内涵合理分布的需要，更是安徽省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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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专业学位领域（方向）与特色（不分领域或方向的专业学位可不填） 

专业学位领域 

（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方向）、特色与优势（限 200 字） 

药物作用机理 

主要研究领域是针对防治重大慢病（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和肿瘤）的药物和

生物活性物质作用机制和靶标展开深入研究。从复杂疾病发病机制和分子调控方面着手

开展研究是我们的主要研究特色，借助多种慢病模型并开展相关药物作用机理研究中的

积累，我们在重大慢病并发症的研究领域具有显著优势。此外，我们开展了与临床医院

和制药企业的合作，从需求的角度开展研究，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在培养应用基础型人才

方面的优势。 

药物设计与合成 

本方向针对重大疾病，如恶性肿瘤、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疾病等进行药物设

计与合成，旨在发现结构新颖、活性高、成药性强的小分子化合物，并积极把它们推到

临床研究。药物设计与合成涉及多门学科，利用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原理开展药物设计，

寻找具有医用价值的活性分子是我们的主要研究特色。我们将积极与药企合作，按需培

养药物设计与合成的创新性人才。 

天然药物研究与

开发 

针对恶性肿瘤、慢性炎症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从天然资源（包括中药、

植物或草药）中寻找有效成分，发现具有良好开发前景的新类型结构化合物作为先导化

合物，经结构修饰和改造，寻找疗效更高、结构更简单并且便于大生产的、安全有效的

候选药物。在此基础上，通过校企合作开展候选药物的工艺及临床前研究，共同把候选

药物开发上市。 

药物新辅料与新

剂型 

药物新辅料与新剂型是药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我们

以高分子材料为基础，并融入无机和金属生物材料，重点强化材料学、生命科学以及医

学的交叉、融合，注重生物材料的制备、结构与性能以及应用研究和工程化方面的研究。

在医用材料合成、药物新剂型的开发等领域形成了特色学科方向。 

  

注：专业学位领域（方向）按照各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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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师资队伍 

II-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

职    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1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行业

经历

教师 

正高级 12 3 3 1 3 2 0 0 12 0 3 

副高级 20 11 7 1 1 0 0 0 19 1 1 

中  级 10 6 1 3 0 0 0 0 8 2 1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42 20 11 5 4 2 0 0 39 3 5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有海外经历教师人数（比例） 

30 人（71.4％） 10 人（23.8％） 21 人（50％） 

注：1.“行业经历”是指在相关行业从事工作 3 个月以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行业经历”是指 1 年及以上海外学习及工 

作经历，单次时长大于 3 个月。 

2.“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 

职担任导师/博导人员。 

 

II-2  行业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 

职    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

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1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5 0 0 0 2 3 0 0 4 1 

副高级 11 0 4 5 2 0 0 0 9 2 

中  级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16 0 4 5 4 3 0 0 13 3 

注：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4 

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韩际宏 
性

别 
男 年龄（岁） 54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美国康奈尔

大学，生物化学，

1995 年 

招生领域

（方向） 
药物作用机理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程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1987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1989 年获硕士学位；1995 年于美国康奈尔大

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毕业，获博士学位。分别于 1999 年，2004 年被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血管生物

学中心聘为助理教授和副教授。2007 年回国被聘为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2009 年入

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973 首席科学家，2016 年加入合肥工业大学。目前已在国际一

流刊物如 Hepatology、JBC 等以通讯作者等身份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多次在国际学术大会作报告，

总科学影响因子高于 300 点，被引用次数总计 2100 次以上。 

拟承担药物作用机理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

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Nogo-B receptor deficiency increases 

LXRα nuclear translocation and hepatic 

lipogenesis via an AMPKα-dependent 

pathway 

Hepatology, 64, 1559-1576, 引用 0

次，Wiley Online Library 
201611 通讯作者 

Inhibition of ERK1/2 and activation of 

LXR synergistically reduce atherosclerotic 

lesions in ApoE-deficient mice 

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35, 948-959, 引

用 19 次,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1504 通讯作者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activation by ligands and 

dephosphorylation induces 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 kexin type 9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 expression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7, 23667-23677, 引用 27 次, 

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1207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横向项目 
“脑心通”类他汀、阿司匹林作用与

功能研究 
201608-201708 50 

横向项目 
龙生蛭胶囊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

作用与机制研究 
201705-201805 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DNA 拓扑异构酶 II抑制剂促进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消退 
201501-201812 11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2016 医学基础 16 本科生 

2014-2017 心血管生物学前沿进展英文讲座 32 博士研究生 

2014-2017 生物科学与技术前沿进展报告 32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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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刘健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7 

专业技术 

职   务 
研究院 学术头衔 黄山学者特聘教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生物

学，2006 年 

招生领域

（方向） 
药物作用机理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程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刘健教授、博士生导师。合肥工业大学“黄山学者”特聘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农产品

精深加工研究院副院长、肥胖和代谢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2001-2006）、美

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2006-2009）。自 2001 年来主要从事肥胖与相关代谢疾病的生物学机

制和相关功能食品的研发。2009 年 11 月由合肥工业大学以高层次人才引进。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

总引用次数超过 1000 次。 

拟承担药物作用机理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Dietary luteolin activates browning 

and thermogenesis in mice through 

an AMPK/PGC1α 

pathway-mediated mech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40, 

1841-1849, 引用 2 次,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201612 通讯作者 

Low-dose diet supplement of 

a natural flavonoid, luteolin, 

ameliorates diet-induced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n mice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58, 1258–1268, 引用 18

次, Wiley Online Library 

201406 通讯作者 

含有特殊口味蔬菜颗粒的酸

奶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ZL201310510378.1 201502 

第一专利权

人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肥大细胞脂肪化相关因子筛选和功

能研究 
201201-201512 6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长期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中肥大细

胞调控附睾脂肪组织萎缩阶段血管

化的机制 

201501-201812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肥大细胞调控小鼠脂肪组织棕脂化

和产热的机制研究 
201701-202012 6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2016 基础免疫学（A） 32 本科生 

2015-2016 基因组学（B） 32 本科生 

2014-2016 免疫学 32 本科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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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段亚君 
性

别 
女 

年龄

（岁） 
35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黄山青年学者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南开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2009 年 

招生领域

（方向） 
药物作用机理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

程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2004 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科学专业，2009 年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专业，2008-2009 年在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2015 年-2016 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做访

问学者。2016 年加入合肥工业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黄山青年

学者，教学经验丰富。主持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及横向课题。

有关研究成果已在 Arterioscl Throm Vas Biol、J Biol Chem、Int J Cancer、J Control Release 等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 

拟承担药物作用机理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Inhibition of Glutathione Production 

Induces Macrophage CD36 

Expression and Enhances 

Cellular-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oxLDL) Uptak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90, 

21788-21799，引用 22 次，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1509 通讯作者 

Activation of liver X receptor induces 

macrophage interleukin-5 expression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7, 

43340-43350，引用 21 次, 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201212 通讯作者 

Inhibition of ERK1/2 and activation of 

LXR synergistically reduce 

atherosclerotic lesions in 

ApoE-deficient mice 

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35, 948-959, 引用

19 次,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201504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科技部国际合作 
脑心通药效物质及治疗缺血性疾病

机制研究 
201504-201803 1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MEK1/2 抑制剂协同肝 X 受体激动剂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与消退 
201601-201912 71.9 

合肥工业大学 黄山青年学者启动经费 201701-201812 3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2016 医学基础 16 本科生 

2015-2017 普通生物学 16 本科生 

2014-2016 生物工程下游技术 16 专业硕士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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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廖晨钟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4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科学

院，计算化学，

2004 

招生领域

（方向） 
药物设计与合成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程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2004 年在中国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05-2010 在美国 NIH 从事博士后研究，2010-2012 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任研究科学家。目前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药物设计与合成、

新药研发。发表学术论文 59 篇；参与 4 部国际学术专著和教材的编写。担任本科生及研究生等

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设计的抗 2 型糖尿病药物已进入临床 III 期研究，参与设计的抗恶性肿瘤

药物已获国家 CFDA 批准，用于治疗 T 细胞淋巴瘤。 

拟承担药物设计与合成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From monoclonal antibodies to 

small molecules: the development 

of inhibitors targeting the 

PD-1/PD-L1 pathway 

Drug Discovery Today, 21, 1027-1036，

引用 7 次, Elsevier 
201606 通讯作者 

Novel 2H-chromen-2-one 

Derivatives of Resveratrol: Design, 

Synthesis, Modeling and Use as 

Human 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103, 185-190, 引用 7 次, 

Elsevier 

201507 通讯作者 

Structure-Based Design of Potent 

Nicotinamide 

Phosphoribosyltransferase 

Inhibitors with Promising in Vitro 

and in Vivo Antitumor Activities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29, 

5766-5779, 引用 1 次,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61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共价/非共价 Polo-like Kinase 2 抑制剂

的设计、合成及其抗帕金森氏症的机

理研究 

201701-202012 65 万元 

合肥工业大学科研启动基金 
基于结构的髓样细胞白血病-1 抑制剂

设计、结构优化及抗肿瘤活性研究 
201211-201710 50 万元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2016 制药工程学术前沿专题 32 硕士研究生 

2014-2016 高等药物化学 32 硕士研究生 

2014-2016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32 硕士研究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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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阮班锋 
性

别 
男 年龄（岁） 37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南京大

学，药物化学， 

2009 年 

招生领域（方

向） 

药物设计与合

成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

工程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目前承担本科生《药物化学》和《中药化学》及研究生《新药研发与注册》、《高等药物

化学》课程教学。承担本科生毕业设计、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认识实习、药物化学实验等

实践教学。201203-201206 月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化药二部任外聘专

家，担任化学药物审评工作。在药物化学国际主流期刊 Eur. J. Med, Curr. Med. Chem, Bioorg. 

Med. Chem 上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1 项。201703 至

今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药学院公派访学，方向为药物设计与合成。 

拟承担药物设计与合成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

页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

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Synthesis, biological evaluation and 

molecular docking studies of 

resveratrol derivatives possessing 

curcumin moiety as potent 

antitubulin agents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20, 1113-1121, 引用

16 次, Elsevier 

201204 第一作者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some novel resveratrol amide 

derivatives as potential anti-tumor 

ag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62, 222-231，引用 9

次, Elsevier 

201305 通讯作者 

Novel 2H-chromen-2-one derivatives 

of resveratrol: Design, synthesis, 

modeling and use as human 

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103, 185-190，引用 7

次, Elsevier 

201509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安徽省烟草公司科技重点项

目 

蚜虫与烟草蚜传病毒病发生流

行相关性及治虫防病研究 
201506-201812 70.0 

安徽省烟草公司科技重点项

目 

皖南烟区烟杆还田后青枯病和

TMVZ 综合控制技术研究 
201606-202012 12.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2016 药物化学 64 本科生 

2013-2016 中药化学 32 本科生 

2015-2016 新药研发与注册 16 硕士研究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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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戴建军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3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有机

化学，2013 年 

招生领域

（方向） 
药物设计与合成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程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2013 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授本科生《药物化学》、《药物合成反应》，研究生

《高等有机化学》等课程；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在 J. Am. Chem. Soc., 

Chem.Commun., J. Org. Chem., ChemSusChem, Adv. Synth. Catal.等国际著名期刊发表第一或通讯

作者论文十余篇。 

拟承担药物合成与设计方向的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Copper-Promoted Sandmeyer 

Trifluoromethylation Rea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35, 8436-8439, 引用 135 次,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305 第一作者 

Silver-Catalyzed C(sp
2
)-H 

Functionalization/C-O 

Cyclization Reaction at Room 

Temperature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80, 

911-919, 引用 20 次,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412 第一作者 

Deboronative cyanation of 

potassium 

alkyltrifluoroborates via 

photoredox catalysis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52, 

6793-6796, 引用 8次,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201605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可见光催化烷基三氟甲基化合物的合

成研究 
201501-201712 25 

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 可见光催化的脱硼腈基化反应研究 201507-201707 1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2015 高等有机化学 32 硕士研究生 

2013-2014 药物合成反应 16 本科生 

2014-2016 药物化学 32 本科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10 

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查学强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8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黄山青年学者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合肥工业

大学，食品科

学，2007 

招生领域

（方向）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程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2010 年至 2011 年，在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天然高分

子的结构、功能与应用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Science

（Sweden）、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 10 多项，发表 SCI 论文 48

篇（TOP 期刊 19 篇），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7 件。受聘安徽省食品药品应急管理专家库首批专家、

安徽省细胞生物学学会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

项目评审专家；国际期刊 Journal of Nutrition & Food Science（IF 1.94）编委。已指导毕业硕士研

究生 8 人，指导在读研究生 7 人、博士研究生 1 人。 

拟承担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Molecular mechanism of a new 

Laminaria japonica polysaccharide 

on the suppression of macrophage 

foam cell formation via regulating 

cellular lipid metabolism and 

suppressing cellular inflammation 

Molecular Nutrition & Food Research, 

59, 2008-2021，引用 9 次, Wiley Online 

Library 

201510 通讯作者 

Immunomodulatory activity on 

macrophage of a purified 

polysaccharide extracted from 

Laminaria japonica 

Carbohydrate Polymers, 134, 66-73, 

引用 16 次, Elsevier 
201512 通讯作者 

一种抗动脉粥样硬化活性海
带多糖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ZL201210217169.3 

0810039026.8 
201311 

第一专利权
人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海带多糖干预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结

构基础与作用机理 
201301-201612 86 

合肥工业大学优秀青年人才

培育计划 

肠道菌群介导海带多糖 LJP61A 干预
高脂暴露诱发小鼠胰岛素抵抗的调控

机制与结构基础 
201701-201912 60 

江苏省徐州市双创人才计划 
优质、高纯银杏提取物开发及产业化

关键技术研究 
201501-201712 2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2014 天然产物化学 32 硕士研究生 

2012-2016 碳水化合物化学 32 硕士研究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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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李宜明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5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有机

化学，2010 年 

招生领域

（方向） 
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程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任国际期刊《Current Organic Synthesis》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为（1）天然蛋白的化学合成及结构生物学研究；（2）天然多肽类药物的合成及结

构-功能关系研究。目前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1 项及博士后

科学基金 1 项。迄今已在 SCI 收录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40 篇，其中在 JCR 一区期刊发表论文

25 篇。 

拟承担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 semisynthetic Atg3 reveals that 

acetylation promotes Atg3 

membrane binding and Atg8 

lipid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14846, 引

用 0 次,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201703 通讯作者 

Irreversible Site-Specific 

Hydrazinolysis of Proteins by Use 

of Sortase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53, 2198-2202, 引用 53 次, 

Wiley-VCH 

201402 第一作者 

Synthesis of L- and D-Ubiquitin by 

One-Pot Ligation and Metal-Free 

Desulfurization 

Chemistry-A European Journal, 22, 

7623-7628, 引用 2 次, Wiley-VCH 

201605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毒素蛋白探针的化学合成及其生物学

应用 201601-201712 35.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转肽酶Sortase A催化的新反应及其在

蛋白质修饰中的应用 201401-201712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自噬小体标记蛋白LC3-II荧光衍生物

的半合成及调控细胞自噬机理的研究 201201-201412 2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2016 高级生物化学 32 硕士研究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web/contract/index?datetimestamp=1377916572376###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web/contract/index?datetimestamp=137791657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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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徐俊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1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有机

化学，2013 年 

招生领域

（方向） 
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程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主要研究领域为（1）有机合成新试剂、新反应及其在天然活性产物合成中的应用；（2）有机

氟化学及含氟医药、功能材料合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及博士后科学基金 1 项。发表

SCI论文 2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7篇，包括 J. Am. Chem. Soc. 

1 篇，Angew. Chem. Int. Ed. 2 篇和 Chem. Commun. 2 篇，并受邀在 Tetrahedron Lett.上发表关于

烷基 C(sp
3
)-CF3 键构建的综述性文章。 

拟承担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Pd-Catalyzed Regioselective 

Activation of gem-Difluorinated 

Cyclopropanes: A Highly Efficient 

Approach to 2-Fluorinated-Allylic 

Scaffold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27, 8349-8353, 引用 9 次, 

Wiley-VCH 

201506 第一作者 

Copper-catalyzed endo-type 

trifluoromethylarylation of alkynes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50, 

12915-12918, 引用 24 次,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201408 第一作者 

Copper-Promoted 

Trifluoromethyl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Alkylboronic Acid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24, 12719-12722, 引用 64次,  

Wiley-VCH 

201210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基于不饱和键双官能团化策略的多氟

代杂环分子设计与合成研究 201601-201812 2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

助（一等） 

可见光催化非活化烷基亲电试剂的多

氟烷基化反应研究 201607-201907 8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2016 高等有机化学 32 硕士研究生 

2015-2016 药物分析与波谱解析 32 硕士研究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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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查正宝 
性

别 
男 年龄（岁） 30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黄山青年学者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哈尔滨工

业大学，生物医

学工程，2013 年 

招生领域

（方向） 

药物新辅料与新剂

型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程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先后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及休斯顿卫理公会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围绕癌症等重大疾病的诊

疗，针对肿瘤细胞异质性及耐药性的特性，通过交叉融合药学、材料学、生物学及医学等多学科

优势，长期从事肿瘤微环境响应的药物靶向递送及诊疗一体化制剂等领域的研究。截至目前，共

发表 SCI 论文 26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14 篇，1 篇获评 Web of Science 网站“高

被引论文”，据最新 Google Scholar 统计，论文已被引用 982 次。 

拟承担药物新辅料与新剂型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

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Uniform polypyrrole nanoparticles with 

high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for photothermal ablation of cancer cells 

Advanced Materials, 25, 777-782, 

引用 200 次, Wiley-VCH 
201302 第一作者 

Engineering of perfluorooctylbromide 

polypyrrole nano-/microcapsules for 

simultaneous contrast enhanced 

ultrasound imaging and photothermal 

treatment of cancer 

Biomaterials, 35, 287-293, 引用

30 次, Elsevier 
201401 第一作者 

Enzyme-responsive copper sulphide 

nanoparticles for combined 

photoacoustic imaging, tumor-selective 

chemotherapy and photothermal therapy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49, 

3455-3457, 引用 79 次,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201303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多功能CuS纳米摇铃的构建及其

在癌症诊治中的应用研究 
201601-201812 18.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 
多功能癌症诊疗一体化制剂的开

发及医学应用研究 
201504-201612 40.0 

合肥工业大学黄山青年学者 合肥工业大学科研启动基金 201501-201801 30.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2016 生物医用材料 40 本科生 

2015-2016 知识产权 32 硕士研究生 

2016-2016 微纳生物传感器与药物筛选 32 硕士研究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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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钱海生 
性

别 
男 年龄（岁） 40 

专业技术 

职   务 
研究员 学术头衔 黄山青年学者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无机化学，

2006 年 

招生领域

（方向） 

药物新辅料与新剂

型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

程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钱海生博士，九三学社社员，2006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无机化学理学博士学

位。2006 年 9 月-2009 年 1 月先后在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 年 7

月-2012 年 12 月在浙江师范大学从事无机化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历任无机学科主任、人事处处

长助理（挂职）。自 2004 年以来，在纳米生物材料（荧光标签，核磁共振造影剂）的合成与功能

化修饰以及光动力治疗纳米医学领域有丰富的工作积累并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

上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H 因子 33，申请发明专利 20 项，授权 10 项。2012 年 12 月合肥工业

大学任职以来，承担了多门课程的教学，教学经历丰富。 

拟承担药物新辅料与新剂型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

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一种亚 10 纳米 NaGdF4纳米晶的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ZL201410735029.4 201602 

第一专利权

人 

一种油溶性上转换荧光纳米材料

的表面修饰方法 
发明专利，ZL201410635290.7 201608 

第一专利权

人 

Titanium Dioxide/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Cadmium Sulfide 

Nanofibers Enable Enhanced 

Full-Spectrum Absorption for Superior 

Solar Light Driven Photocatalysis 

ChemSuSChem, 9, 1449-1454, 引用

10 次, Wiley-VCH 
201606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靶向近红外-可见上转换荧光功

能纳米结构的构筑与应用研究

（214710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501-201812 85 

上转换/下转换核壳纳米晶的化

学制备及在生物成像中的应用 

（211011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201-201412 2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2016 生物医用材料 40 本科生 

2014-2016 药物生物材料设计 32 硕士研究生 

2014-2016 生物材料合成与毒理 32 硕士研究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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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王峰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4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安徽省百人计划、 

黄山青年学者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高分

子化学与物理，

2012 年 

招生领域

（方向） 
药物新辅料与新剂型 所在院系 

生物与医学工程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2012 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博士学位。2012.11-2016.1 及 2016.4-2016.10 在加拿大滑铁卢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安徽省“百人计划”获得者。2016 年入选合肥工业大学“黄山青年学者”人才

引进计划（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利用分析化学的手段研究纳米-生物界面的工作，在纳米材料与脂质体、

细胞膜、免疫屏障的相互作用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并取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目前已发

表 36 篇学术论文。SCI 论文引用次数 900 余次。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在 ACS Nano 的论文引用

次数达 370 次，并入选 ISI Web of Knowledge: ESI “Highly Cited Paper”。目前主持包括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等。 

拟承担药物新辅料与新剂型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培养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 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Profiling metal oxides with lipids: 

Magnetic liposomal nanoparticles 

displaying DNA and protein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55, 12063-12067, 他引 3 次, 

Wiley-VCH 

201609 第一作者 

A stable lipid/TiO2 interface with 

headgroup inversed phosphocholine 

and a comparison with SiO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37, 11736-11742, 他引 12

次,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508 第一作者 

Orthogonal adsorption onto 

nano-graphene oxide using different 

intermolecular forces for 

multiplexed delivery 

Advanced Materials, 25, 4087-4092, 

他引 26 次, Wiley-VCH 
201308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纳米材料对脂质体相行为和流动性

影响的基础研究 
201601-201912 54.5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DNA 在脂质体、纳米金表面杂交动

力学的研究及生物应用 
201601-201812 20.23 

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 A 项

目（校级） 

纳米材料与脂质体相互作用的基础

研究及生物应用 
201701-201912 2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  间 课程名称 学  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2016 论文写作 16 硕士研究生 

2015-2016 专业英语 16 硕士研究生 

2015-2016 微纳生物传感技术与药物筛选 32 硕士研究生 

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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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4  代表性行业教师（限填 10 人，医学相关专业学位限填 20 人） 

序号 姓  名 
年  龄 

(岁) 

培养领

域（方

向） 

专业技术 

职  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工作年限

（年） 

主要情况简介 

（教师基本情况、从业经历、代表性行业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

填 200 字） 

1 曹明成 52 药学 研究员 
合肥创新医药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 
30 

合肥创新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执业药师。1984 年 7 月毕

业于南京药学院（现为中国药科大学）药学系，获学士学位；2013 年在

沈阳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先后主持和参与研究的课题中，已经获

得新药证书与生产批文 37 个，新药临床批件 24 个（其中二类新药 9 个，

三类新药 7 个，四类新药 8 个）；专利证书 6 个。拟承担药物作用机理方

向的培养任务。 

2 黄庆云 55 
药物合

成 
研究员 

安徽省庆云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32 

1987 年北大有机化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在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院从事新

药研发 10 年，安徽省药物所担任合成室主任 5 年，2002 年创办安徽省科

隆药物研究所和安徽省庆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研发的三类以上新

药十几项，申报并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0 项，美国发明专利 3 项。项目

大都在药厂实现了产业化并创造了显著的效益。拟承担药物设计与合成

方向的培养任务。 

3 沈爱宗 48 药学 主任药师 
安徽省立医院药剂

科主任 
29 

安徽省立医院药剂科主任。目前担任安徽省药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安徽省药学会药物基因组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药学会药物代谢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理事等职；担任多部杂志编委；

在各类医药学专业杂志发表论文 80 余篇；作为副主编参加编辑著作 3 部；

主持省级课题 3 项，厅级课题 1 项，校级课题 2 项，参与课题 8 项，参

与申报专利 6 项，获得安省级科研成果 1 项。拟承担药物作用机理方向

的培养任务。 

4 尹双青 48 

制药工

程或药

学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马鞍山丰原制药有

限公司生产技术副

总经理 

26 
先后担任生产科长、生产技术副总经理。主持 1 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1

项新药研究项目，获科技部创新基金 1 项，以第一发明人获得国家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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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12 项，工作期间完成了制药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学习。兼任教育部

工程教育化工与制药类专业认证专家、安徽省制药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马鞍山市政府咨询委特聘专家。先后获得“安徽省技术领军人

才”、“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入选首届“安徽省创新领军人才特殊支持计

划”。拟承担药物设计与合成方向的培养任务。 

5 陈军 54 药学 研究员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兼药物研究所所长 

32 

陈军，男，博士，1963 年 11 月生，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兼药物研究所所长，从事新型给药系统技术研究，主要包括渗透泵给药

技术和产品开发，主持完成十余项渗透泵产品及多项技术开发，获授权

渗透泵发明专利 7 项，另申请发明渗透泵专利 2 项，主持 1 项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拟承担药物新辅料与新剂型的培养任务。 

6 李玮 42 药学 
副主任药

师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抗生素副

主任 

20 

《药物分析杂志》编委，全国药品快速检测技术协作组专家成员。从事

药物色谱光谱分析，药物热分析，无菌、微生物检查方法学研究。完成

世界卫生组织抗结核药物快速检测方法研究、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重大新药创制”课题“化学新药质量标准研究与评价技术平台”子课题等

多个国家级课题，起草国家级、省级药品标准与规范 20 余个，发表论文

30 余篇，获安徽省第六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拟承担药物设

计与合成方向的培养任务。 

7 谢子立 45 药学 
副主任药

师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化学一室

主任 

23 

长期从事药品检验、质量评价及药品标准研究等工作。先后主持完成了

多个国家级课题。在药品标准提高方面，先后主持完成化学药品地标升

国标、2005 年版及 2010 年版中国药典、国家药品标准提高等任务中多个

品种的标准起草，数十个品种的药品标准以及辅料红外光谱库的复核工

作。另先后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多个品种的国家药品质量评价课题。拟承

担药物新辅料与新剂型的培养任务。 

8 张亚中 39 中药学 
副主任中

药师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中药室主

任 

14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质量与安全专委会委员，安徽省中药天然药物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药学会药物分析专业委员秘书长。主要研究方

向：药物分析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及中药、天然药物质量控制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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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研究中央本级重大增减支项目子课题 1 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 2015 年度国家药品标准提高“百蕊胶囊等 10 个品种”；安徽省科技计

划项目“霍山石斛等 30 种安徽地产中药炮制规范化和饮片质量标准研

究”。拟承担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方向的培养任务。 

9 王京光 46 药学 
高级工程

师 

山东金洋药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22 

1993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微生物学专业，在山东鲁抗药业工作 15 年，从事

抗生素药品的生产与管理，现为山东金洋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

技术生产与研发。拟承担微生物药物开发与放大技术的指导与培养任务。 

10 郑明 38 药学 
高级工程

师 

海正药业（杭州）

制剂质量技术总监 
17 

2000 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物化学专业，历任安徽贝克药业技术总监，

负责药品质量管理，现任海正药业（杭州）制剂质量技术总监，拟承担

药品质量管理项目的培养任务。 

注：1.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2.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限填 20 人，其他专业限填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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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人才培养 

Ⅲ-1  相关学科专业基本情况（限填 5 项） 

学科专业名称

（授学位级别）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招生 

人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 

人数 

授予学

位人数 

制药工程 

（本科） 
95 43 90 41 94 84 92 75 82 75 

药学 

（本科） 
- - - - - - - - 44 - 

制药工程 

（学术型硕士） 
0 0 5 5 7 7 11 11 19 19 

制药工程 

（专业型硕士） 
11 11 8 8 19 19 21 21 14 14 

           

Ⅲ-2  现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情况 

相关学科专业基本情况、开设时间、毕业生人数及届数、建设成效等（限 500 字） 

1997 年，我校与安徽中医学院合办制药工程专业，为国内最早一批招收制药工程专业的高校之一，

2003 年实现独立招生。经过近 20 年的建设，该专业先后建成为校级教改示范专业、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

并于 2009 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12 年通过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2013 年获批实施国家级“卓越

工程师计划”。现已毕业 16 届共计 1100 余人。 

本专业一直重视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断拓展实践教学资源，构建层次渐进、内容丰富的实践课程

体系，培养出一批工程设计能力强面向企业踏实肯干的优秀毕业生。本专业毕业就业率一直保持在学校的

前列。本科生 2011-2016 年参加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竞赛均取得优异成绩。 

药学本科专业自 2016 年开始招生。 

我院现有拥有制药工程学术型（2012 年开设）和专业型（2004 年开设）硕士学位授权点，共享生物

学硕士、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制药工程学术型硕士已招收 5 届，专业型已招收 13

届。制药工程学术型和专业型每年招生数从最初的少数几人，已发展至年招生近 40 人。研究生的毕业率

维持在 98%-100%，受到各用人单位的欢迎与高度评价。尽管如此，制药工程硕士点招收的学生数量及培

养方向已不能满足学院科研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开设药学专业型硕士点势在必行。 

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申请本专业学位博士点的须填写本专业学位硕士点基本情况。 

3.“学位授予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招生人数”

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还应统计全国 GCT 考试录取的在职

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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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课程类型”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Ⅲ-3  目前开设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特色课程（限填 5 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课程特色简介 

（介绍本课程师资配置、授课方式、特色亮点及授课效

果等情况，限 100 字） 

1 高等药物化学 专业必修课 

廖晨钟、阮

班锋、李青

山 

本课程全面介绍药物化学各种原理、研究方法、技术以

及相关学科对本学科的推动。本课程讲授各类药物近

15 年的新进展，同时对临床上重要的药物做了总结性

的回顾。教学效果良好，受到学生的欢迎。 

2 药物制剂过程 专业必修课 王宁、王君 

本课程系统讲授了药物制剂和中药提取工艺的典型生

产设备和包装设备的原理及发展动态，以及新版 GMP

对制剂生产厂房设施等硬件和软件的实施要求。教学采

用 PowerPoint、flash、板书等方式。 

3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

计 
专业选修课 廖晨钟 

本课程讲授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七大研究方向：虚拟小

分子生成、大分子结构预测、定量构效关系、药效团模

型、分子对接、全新药物设计和动态模拟。之后通过上

机实习，使学生全面掌握这些模块，并能应用到自己的

课题。 

4 高等生物化学 专业选修课 
李宜明、王

淮 

该课程采用 ppt 结合讲座模式开展。除了讲授研究生需

要的基本知识外，加入了最新相关科研进展，并要求学

生查询最新文献后进行汇报，让学生接触到科技前沿知

识。该授课形式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 

5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

动力学 
专业选修课 王宁、马艳 

本课程主要讲授药物及其剂型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

泄过程，以及体内药物量经时变化规律，为合理用药、

制药提供科学依据，使学生掌握制剂的体内过程，以及

药物进入体内后的动态变化。教学采用 PowerPoint、

flash、板书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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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4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奖（限填 10 项） 

序

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安徽省高等学校 

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基于制药工程专业工程设计能力培养的
教学与实践 

姚日生、张洪

斌、邓胜松 
2012 

2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三等奖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五届高等院校青

年教师三等奖 
许华建 2015 

3 
湖北省高等学校 

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制药工程师素质培养的创新研究与改革
实践 

姚日生（第二
完成人） 

2012 

4      

5      

6      

7      

8      

9      

10      

注：1.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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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5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 10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学生姓名 
学科专业及学位类别 

（入学年月/毕业年月） 
时间 成果简介（限 100 字） 

1 学术论文 肖炫 
制药工程硕士 

（201509/-） 
2016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telomerase 

inhibitors having the core of 

N-acyl-4,5-dihydropyrazole with 

anticancer effects 

发表在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 学术论文 詹美苗 
制药工程硕士 

（201509/-） 
2016 

From monoclonal antibodies to small 

molecules: the development of inhibitors 

targeting the PD-1/PD-L1 pathway 

发表在 Drug Discovery Today 

3 学术论文 张富 
制药工程硕士 

（201309/201605） 
2016 

Titanium Dioxide/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Cadmium Sulfide 

Nanofibers Enable Enhanced 

Full-Spectrum Absorption for Superior 

Solar Light Driven Photocatalysis 

发表在 ChemSusChem 

4 学术论文 程慧洁 
制药工程硕士 

（201309/201605） 
2015 

Novel 2H-chromen-2-one Derivatives of 

Resveratrol: Design, Synthesis, 

Modeling and Use as Human 

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s 

发表在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5 学术论文 杨洋 
制药工程硕士 

（201209/201505） 
2015 

Metalloprotein Inhibitors for the 

Treatment of Human Diseases 

发表在 Current Topics in Medicinal 

Chemistry 

6 学术论文 张薇博 
制药工程硕士 

（201109/201405） 
2014 

Preparation of monodisperse 

HPMC/PAA hybrid nanogels via 

surfactant-free seed polymerization 

发表在 Colloid and Polymer Science 

7 学术论文 胥松 
制药工程硕士 

（201109/201405） 
2014 

Copper-Promoted Reductive-Coupling of 

Aryl Iodides with 

1,1,1-Trifluoro-2-iodoethane 

发表在 Organic Letters 

8 学术论文 刘秀秀 
制药工程硕士 

（201409/201705） 
2017 

甲氨蝶呤缓释植入剂延迟小鼠肉瘤复

发的研究 

发表在《中国新药杂志》 

9 授权专利 曹妍妍 
制药工程硕士 

（201109/201405） 
2013 

制备分子量可控的药用右旋糖酐的方

法 

专利号：ZL 201310247228.6 

10 授权专利 陈晨晨 
制药工程硕士 

（201009/201305） 
2013 

一种多羟基酚类化合物的合成方法 

专利号：ZL 201310222317.5 

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本单位相关学科专业学生在学期间取得的成果，如参加竞赛获奖、参加重要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科研成果、 

创新创业成果、获得科研奖励或其他荣誉称号等。 

3.“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 

4.“成果简介”限填写学生在成果中的具体贡献。团队成果完成人应填写团队负责人姓名，并在简介中说明团 

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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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Ⅳ-1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 10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 

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 100 字） 

1 

一种哈茨木霉菌株

及其用该菌株 

制备右旋糖酐酶的

方法 

发明专利 张洪斌 

本专利在工业上的应用形成了酶法生产

药用右旋糖酐新技术，改变原有的酸解工

艺，使生产工艺绿色环保、同时提升了右

旋糖酐的质量。 

2 

一种 2-[N-(2-甲基-5-

硝基苯基)氨

基]-4-(3-吡啶基)嘧

啶的纯化方法 

发明专利 姚日生 相关技术已在企业使用。 

3 

烟嘧磺隆原药合成

新工艺及其制剂产

业化 

安徽省科学

技术进步二

等奖 

姚日生 相关技术已在企业使用。 

4 

ERK1/2 抑制剂通过

刺激巨噬细胞干扰

素 表达抑制肿瘤

生长 

发明专利 韩际宏 
发现一种刺激干扰素的新的药物，有望为

治疗干扰素相关疾病提供参考。 

5 一种槐糖脂的用途 发明专利 马晓静 

相关产品已在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使用，发现一种可用于烟草行业的生物
双向保润剂，可用于改善烟草物理特性。 

6 

还原深蓝 BO（C.I.

还原蓝 20）染料工业

化生产新技术 

安徽省科学

技术进步二

等奖 

许华建 相关技术已在企业使用。 

7 
一种琥珀酸多西拉

敏的合成方法 
发明专利 许华建 相关专利报道的技术已被制药企业采用。 

8 
一种多羟基酚类化

合物的合成方法 
发明专利 许华建 相关专利报道的技术已被制药企业采用。 

9 
一种聚乙烯胺的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许华建 相关专利报道的技术已被制药企业采用。 

10 
一种氯代蒽醌的合

成方法 
发明专利 许华建 相关专利报道的技术已被制药企业采用。 

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技术规范、行业标 

准、高水平教学案例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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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2  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2-1  艺术创作设计获奖（限填 5 项） 

序号 
获奖作品/ 

节目名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 

时间 

相关说明（限 100 字） 

（如：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1     

2     

3     

4     

5     

Ⅳ-2-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 5 项） 

序号 
展演作品/ 

节目名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与

地点 

相关说明（限 100 字） 

（如：本单位主要参与人及其贡献等） 

1     

2     

3     

4     

5     

Ⅳ-2-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专业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限 300 字） 

 

 

 

 

 

 

 

 

 注：1.本表仅限申请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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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  实践教学 

IV-3-1  实践教学基地情况（限填 10 项） 

序

号 
实践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地  点 

建立 

年月 

年均接受学

生数（人） 

人均实践

时（月） 

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 

（限填 200 字） 

1 实习基地 
安徽丰原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蚌
埠、宿县、
马鞍山 

200105 60 1 
熟悉厂区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听取有关厂况、产品及 GMP 简介；了解厂区
平面布置；分组轮换到各生产线，掌握其各种剂型生产工艺流程、设备结
构与工作原理、车间布置、公用工程等。 

2 实习基地 
金陵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合肥 200509 30 1 

熟悉厂区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听取有关厂况、产品及GMP简介；了解厂区
平面布置；分组轮换到各生产线，了解其中药提取、中药制剂生产工艺流
程、设备结构与工作原理、车间布置、公用工程等。 

3 创新实践基地 
安徽省科隆药

物研究所 
合肥 200505 30 （1周） 

了解药物研究所的基本情况；参观药物研究室和药物中试车间；了解药物
研发与中间试验。 

4 实习基地 
丰乐农化有限

责任公司 
合肥 200705 30 （1周） 

了解企业产品及其生产工艺基本情况；参观厂区、生产车间、公用工程等；
了解化学原料药生产过程。 

5 实习基地 
安徽新安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 200905 30 1 

熟悉厂区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听取有关厂况、产品及GMP简介；了解厂区
平面布置；分组轮换到各生产线，了解其生产工艺流程、设备结构与工作
原理、车间布置、公用工程等。 

6 实习基地 
安徽华恒生物

有限公司 
合肥 201309 30 （1 周） 

了解企业产品及其生产工艺基本情况；参观厂区、生产车间、公用工程等；
了解生物发酵原料药生产过程。 

7 实习基地 
安徽悦康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 
太和 201409 30 1 

熟悉厂区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听取有关厂况、产品简介；了解厂区平面布
置；分组轮换到各生产线，了解其抗生素发酵工艺流程、设备结构与工作
原理、车间布置、公用工程等。 

8 实习基地 
合肥立方药业

有限公司 
合肥 200705 90 2 

了解企业产品及其生产工艺基本情况；熟悉药品生产的基本工艺流程（从
原料到成品）；了解原料药及药物制剂的生产过程。 

9 实习基地 

安徽安科生物

工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 201008 90 1 
了解药厂厂区布局，车间布局，熟悉相关原则；学习生物大分子药物前处
理车间原料和中间体处理过程及主要的工艺条件，加强 GMP 知识和安全知
识的学习，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10 实习基地 
安徽美欣制药

有限公司 
合肥 201411 60 1 

熟悉厂区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听取有关厂况、产品简介；学习中药前处理
车间原料和中间体处理过程及主要的工艺条件，加强 GMP 知识和安全知识
的学习；熟悉药厂各部门日常工作及主要任务。 

注：1.限填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经与本单位签署合作协议的与本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相关的实习、实训、实践基地。 

2.“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填写基地情况与条件，开展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指导教师配备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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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2  近五年代表性专业实践活动与成果（限填 10 项） 

序

号 
活动或成果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科专业 

活动或成果简介 

（限 200 字） 

1 “立方杯”医药文化节 罗美红 
制药工程及药学本

科专业 

“立方杯”合肥工业大学第三届中华传统医药知识大赛作为首届医药文化节的

收官之作，备受校内外师生瞩目。大赛吸引了安徽中医药大学和我校近 200

名同学参加，最终，6 支代表队晋级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比知识斗胆量，

展现出扎实的医药知识基础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经过激烈角逐，由生物与医

学工程学院和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学子组成的“悬壶济世队”摘得大赛金奖，安徽

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和化学与化工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奖。 

2 中华传统医药知识大赛 罗美红 
制药工程及药学本

科专业 

中华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发展过

程中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

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第四届中华传统医药知识大赛是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借助专业优势，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举办的跨校际医药知识竞赛，也

是我校第二届医药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更多的同学领略中华传统医药

文化的独特魅力。 

3 
2016年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

竞赛一等奖 
郑志军 制药工程专业 

大赛以“非无菌化学原料药车间设计”为题目，我校筑梦队凭借科学合理的设计

思路、准确的工艺过程推算、高质量的设计方案和精彩的决赛答辩，获得了

评委们的一致好评，荣获一等奖。 

4 
2016年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

竞赛三等奖 
余颖 制药工程专业 

大赛以“非无菌化学原料药车间设计”为题目,该组同学进行了合理的物料核

算、设备选型、PID 设计、平面图布局及这个作品的优化整合。 

5 
2015年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

竞赛二等奖 
吴娟 制药工程专业 

本次大赛以“年产 25 吨无菌原料药美罗培南车间工艺设计”为题目，该组同学

进行了合理的工艺分析、物料核算、设备选型、PID 设计、平面图布局、GMP

专篇等，方案合理、有自己的设计特色。 

6 
2014年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

竞赛一等奖 
许凯兵 制药工程专业 

本次大赛以“化学原料药多功能车间设计”为题，我校春华队凭借清晰的设计思

路、高质量的设计方案、规范的设计图纸、准确的工艺过程计算和精彩的决

赛答辩获一等奖。 

7 
2013年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

竞赛一等奖 
董鹏程 制药工程专业 

2013 年设计竞赛的主题：有限空间，无限创造！大赛以华兴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注射制剂工厂的技改项目为基础，提出可以生产二个品种的化学冻干注射

制剂的工程设计项目，并给出了设计任务。 

我校春华队在设计方案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区域功能及相互关系分析，

生产区域房间的功能分析与房间清单，对最终布置的工艺方案形成设计说明

书，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科学性、符合性、经济性得到专家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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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2年全国大学生制药工程设计

竞赛一等奖 
刘金 制药工程专业 

本次大赛以“多肽类冻干注射制剂车间工程设计”为题，我校队员们克服时间

紧、任务重的困难，利用课余和节假日搜集了大量资料，自学相关知识，大

胆创新，提交出完善的设计作品。其中，灵犀队凭借高质量的设计方案，规

范的设计图纸，准确的工艺过程计算和精彩的决赛答辩，获得了评委们的肯

定。 

9 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马晓静 制药工程专业 
在对合肥市野生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合肥市 15 种主要野

生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了野外调查和室内鉴定。 

10 
2016年针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

相关情况调研 
王奇峰 

制药工程专业（研究

生） 

生医学院赴合肥市药企针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情况调研团队先后走访和调研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合

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药企，在实验之余积极践行着知与行的合一。 

注：1.限填本单位组织或开展的专业实践活动，或本单位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果。如：原创教学案例，自建案例库，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创业教育活动、职业能力培训等。 

2.“负责人”填写组织或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责任教师、行业专家，或取得专业实践成果的主要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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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  近五年科研情况 

IV-4-1  近五年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65 4128.82 76 3520.09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34 2930.49 12 110.5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
（项） 

1.55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

（万元） 
98.3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万元） 

83.81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3 

出版专著数 0 师均出版专著数 0 

近五年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总篇数 
175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4.17 

IV-4-2  近五年获得的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 10 项）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 
烟嘧磺隆原药合成新工艺及其

制剂产业化 
姚日生 2012 

2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

学技术奖 
一等 

中药大品种丹红注射液药效物

质基础、作用机制、质量控制

及产业化 

韩际宏 2015 

3 
安徽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 
二等 

还原深蓝 BO（C.I.还原蓝 20）

染料工业化生产新技术 
许华建 2012 

4      

5      

6      

7      

8      

9      

10      

注：本表限填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或全国性行业科研奖励，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奖项，同一项目获得多

项奖励的，不重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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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3 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 10 项） 

序
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
账经费 

（万元） 

1 

肥大细胞调控小鼠脂肪

组织棕脂化和产热的机

制研究（3167148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目 201701-202012 刘健 60 

2 

共价/非共价 Polo-like 

Kinase 2 抑制剂的设计、

合成及其抗帕金森氏症

的机理研究（2167205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目 201701-202012 廖晨钟 65 

3 

基于 3,5-二芳基-4,5-二
氢吡唑骨架的

BRAF/PI3K 双靶点抑制
剂的设计、合成与生物

活性评价 

（2160204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基金 201701-201912 李青山 20 

4 

多功能 CuS 纳米摇铃的
构建及其在癌症诊治中
的应用研究（8150159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青年基金 201601-201812 查正宝 18 

5 

靶向近红外-可见上转换
荧光功能纳米结构的构

筑与应用研究
（2147104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目 201501-201812 钱海生 85 

6 

海带多糖干预动脉粥样
硬化发生的结构基础与
作用机理（3127181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目 201301-201612 查学强 86 

7 

转肽酶 Sortase A 催化的
新反应及其在蛋白质修
饰中的应用（2137205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目 201401-201712 李宜明 80 

8 

纳米材料对脂质体相行
为和流动性影响的基础
研究（3157102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目 201401-201712 王峰 61 

9 

顺铂植入剂治疗癌症的

临床方法研究 

（2013BAI01B05） 

国家“十二五”

科技支撑计划 
 201301-201612 许健健 1435 

10 

长期饮食诱导的肥胖小
鼠中肥大细胞调控附睾
脂肪组织萎缩阶段血管
化的机制（3147132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面上项目 201501-201812 刘健 80 

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web/contract/index?datetimestamp=1377916572376###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web/contract/index?datetimestamp=1377916572376###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web/contract/index?datetimestamp=137791657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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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4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实践类教材（限填 10 项） 

序号 名  称 作者 时  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  注（限 100 字） 

1 

Nogo-B receptor 

deficiency 

increases LXRα 

nuclear 

translocation and 

hepatic lipogenesis 

via an 

AMPKα-dependent 

pathway 

韩际宏 2016 Hepatology  

通讯作者。该论文发表在肝脏学顶级

期刊 Hepatology，发现非酒精性脂肪

肝发病过程中的关键基因 NgBR，为

非酒精性脂肪肝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文章发表后得到多方面科学媒体和公

众媒体网站的关注报道，相关发现获

得高度评价。 

2 

Dietary luteolin 

activates browning 

and thermogenesis 

in mice through an 

AMPK/PGC1α 

pathway-mediated 

mechanism 

刘健 20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通讯作者。将木犀草素添加于小鼠饮

食，发现小鼠的能量代谢参数显著提

高，一系列产热基因表达显著增加，并

且激活了 AMPK/PGC1α 信号通路。体

外细胞实验则进一步证实了木犀草素

是通过 AMPK/PGC1α 信号通路提高和

活化脂肪细胞的棕脂化。 

3 

Novel 

2H-chromen-2-one 

Derivatives of 

Resveratrol: 

Design, Synthesis, 

Modeling and Use 

as Human 

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s 

廖晨钟 2015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通讯作者。该文巧妙地连接了两个重

要的天然活性片段，得到了选择性单

胺氧化酶抑制剂，它们有应用于老年

性痴呆和帕金森综合症的潜在价值。 

4 

From monoclonal 

antibodies to small 

molecules: the 

development of 

inhibitors targeting 

the PD-1/PD-L1 

pathway 

廖晨钟 2016 
Drug Discovery 

Today 

通讯作者。该文总结和回顾了目前的

免疫癌症治疗方法，对开发小分子

PD-1/PD-L1 抑制剂指明了方向。 

5 

Copper-Promoted 

Sandmeyer 

Trifluoromethylati

on Reaction 

戴建军 2013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第一作者。报道了铜促进的芳胺三氟

甲基化合反应，该方法条件温和、官

能团兼容性好，在药物及生理活性分

子的合成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此

外，该研究还丰富了 Sandmeyer 反应

的类型，拓展了人们对该反应的认识。 

6 

Irreversible 

Site-Specific 

Hydrazinolysis of 

Proteins by Use of 

Sortase 

李宜明 2014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第一作者。该工作发现了转肽酶

Sortase A催化的新型氨基酸末端转酰

肼化反应，可以快速、不可逆地获得

蛋白质 C 端酰肼。本研究也从概念上

提出了一种新的多肽酰肼的不可逆合

成方法，实现了基于酶促反应的蛋白

质半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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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niform 

polypyrrole 

nanoparticles with 

high photothermal 

conversion 

efficiency for 

photothermal 

ablation of cancer 

cells 

查正宝 2013 
Advanced 

Materials 

第一作者。率先将粒径均一的聚吡咯

纳米粒子开发为新型具有高光热转换

效率及稳定性的有机光热治疗剂，有

效地杀死恶性肿瘤细胞，截止目前，

已被他引超过 200 次，论文获评 Web 

of Science 网站“高被引论文”。 

8 

Pd-Catalyzed 

Regioselective 

Activation of 

gem-Difluorinated 

Cyclopropanes: A 

Highly Efficient 

Approach to 

2-Fluorinated-Allyl

ic Scaffolds 

徐俊 2015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第一作者。本研究报道了首例钯催化

区域选择性活化偕二氟环丙烷类化合

物的方法，提供了一种高效普适合成

重要生理活性分子骨架 2-氟代烯丙基

胺，酯，醚类化合物的途径。应用该

方法，一类重要的抗菌消炎药萘替芬

衍生物被高效合成。 

9 

Profiling metal 

oxides with lipids: 

Magnetic 

liposomal 

nanoparticles 

displaying DNA 

and proteins 

王峰 2016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第一作者。利用组成细胞膜的重要成

分-磷脂胆碱（Phosphatidylcholine，

PC）和自然界并不存在的胆碱磷脂

（Choline Phosphate，CP）分子，系

统地研究了两种不同的脂质分子自组

装形成脂质体与 10 种金属氧化物的

相互作用方式。 

10 《药物设计学》 廖晨钟 2016 
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参编，全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药学类专

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注：本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

影响力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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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5  近五年相关学科专业毕业生质量简介（限 600 字） 

请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简要介绍相关学科专业毕业生就业、毕业生满意度、相关资格证书及培训考试

等情况。 

目前我院现有教学科研团队 42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20 人，专职教师基本具有博士学位并

在外单位取得。专任教师与在校生比例合适。16 位行业教师每学年能开设 1 门专业课或讲座。强大的

师资队伍为培养合格的学生奠定了基石。 

本学院注重加强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出版了多部教材与教学参考书，部分如《药用高分子材料》

被评为国家精品教材，被有关院校相关专业选为教材。本院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制药设计大赛，连

续多年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全国一、二等奖项多项。本院的制药工程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该专业

开设的《制药工程原理与设备》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我院倡导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在引导本科生做

大学生创新项目及毕业论文时，很多学生直接接触到多个学科方向的前沿研究，因而，一些学生的毕

业论文质量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连续多年多名本科生生被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药

科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免试录用攻读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部分学生还前往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

地继续留学深造。培养的制药工程专业硕士生发表了多篇高档次的研究论文，并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

本院毕业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就业率也连续多年在全校名列前茅，在制药企业、药品研发、

工程设计、药品监管等领域受到广泛的欢迎，一次就业率在 96%-100%。在对我院毕业生满意度的调

查中，满意度为 97%。部分研究生参加了全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并获得了相关证书。 

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培训考试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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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6  支撑条件 

IV-6-1  本专业学位点图书资料情况（限 300 字） 

订购主要专业期刊、图书及数字资源（含电子图书、期刊、全文数据库、文摘索引数据库等）的名称、

册数、时间。 

 

外文期刊 

外文名称 中文译名 册数 时间 

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美国化学会志 1 2008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应用化学 1 2008 

Organic Letters 有机快报 1 2008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有机化学 1 2008 

Advanced Synthesis & Catalysis 高等合成催化 1 2008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化学通讯 1 2008 

Tetrahedron 四面体 1 2008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药物化学 1 2008 

ACS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药物化学快报 1 2010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欧洲药物化学 1 2008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生物有机和药物化学 1 2009 

Chemical Science 化学科学 1 2011 

Analytical Chemistry 分析化学 1 2008 

Design and Analysis of Vaccine Studies 疫苗的设计和合成 1 2009 

 

 

中文期刊 

名称 册数 时间 

有机化学 1 2008 

中国科学 1 2008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1 2008 

科学通报 1 2008 

化学学报 1 2008 

《有机合成化中命名反应的战略性应用》 1 2005 

物理学报 1 2014 

声学学报 1 2012 

电子学报 1 2013 

数据采集与处理 1 2014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 1 2013 

 

 

 

 

 

 

 

 

http://pubs.acs.org/journal/anc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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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订购时间 备注 

CPCI 2004 年 文摘库 

INSPEC 2005 年 文摘库 

EI 2004 年 文摘库 

SCI 2004 年 文摘库 

Dialog 检索系统 2008 年订购至今 文摘库 

Elsevier 2004 年 全文库 

John wiley 电子刊 2005 年-2007 年, 2010 年 全文库 

PQDD(学位论文全文库) 2004 年 全文库 

Springer Link 电子期刊 2003 年 全文库 

Springer Link 电子图书 2009 年订购 全文库 

数图原版电子图书 2009 年订购 全文 

WorldSciNet 2004 年订购, 2010 年 全文 

EBSCO 数据库 2004 年 文摘+全文 

ACS(新增) 2009 年订购至今 全文 

同方期刊 1999 订购至今 全文 

同方博硕士学位论文 2010 年 全文 

万方科技信息子系统 2000 年 11 月至今 文摘库 

万方期刊 2001 年订购至今 全文 

万方学位论文全文库、会议论文全文库 2004 年 全文 

维普信息资源系统 2000 年 12 月 文摘+全文库 

读秀知识库 2008 年订购至今 图书全文库 

龙源期刊网 2009 年 全文 

超星电子图书 2002 年 12 全文库 

方正电子图书 2003 年 全文库 

 

 

 

 

 

 

 

 

 

 

 

 

 

 

 

 

 

http://springer.lib.tsinghua.edu.cn/
http://springer.lib.tsinghua.edu.cn/
http://worldscinet.lib.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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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6-2  其他支撑条件简况（限 600 字） 

可介绍硬件设施、拟开设课程体系、教学投入、学习保障、奖助学金、机构建设、制度建设、专职行

政人员配置等方面。 

本学院现拥有价值两千万元的实验设备，建有实习实训基地、多个实验教学科研平台，还有多个项

目入选教育部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项目库，专项建设资金近千万元将于近期到位。与我院签订

协议的实践单位有 12 家。 

我们承诺，招收药学硕士研究生后，应至少在半年内积极参加全国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或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案例库建设，积极提交教学案例。我们已制定了周密细致的实践教学计

划与实践教学考核办法。实践时间不少于 1 年。 

本专业硕士点以药学职业需求为导向，强化专业技能，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拟开设以下课程：

《药学研究方法论》、《高等药物化学》、《现代药剂学》、《生化生理技术与现代药学研究》、《药物植物

生物技术》、《生物药物的递送系统》等专业课程。骨干教师均主持过至少 1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指导

过 2 届以上硕士研究生并取得学位。16 位行业教师均获得药学或相关专业的博士或者硕士学位，他们

工作在药物生产、应用和监管部门。校内外导师均有药学行业的实践经验。 

学院将在翡翠湖校区医药楼办公，该楼将有 8000 平米用于教学科研实验平台的建设，并拥有设施

齐全的研究生学习区。 

我院已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生管理制度，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达到促进研究生高效学

习和科研的目的。学生将有机会申请国家级、省级、校级等各类奖学金，奖学金的评选办法采取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有专门的行政管理人员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入学、教务、就业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