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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我院最早生命
科学学科基础

进修班学员班
1975

1979
设立我国第一个“生化制药
专业（专门化）”，招收第
一届“生化制药专业（专门
化）”四年制本科学生

生物制药学院



学院现有微生物与生化药学、药物生物信息学、海洋药

物学三个博士点，生物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药物生物信

息学、海洋药物学四个硕士点；药学（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

人才培养基地）、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生物技术、海洋药

学五个本科专业。其中微生物与生化药学学科为国家重点学

学院简介

学五个本科专业。其中微生物与生化药学学科为国家重点学

科，“药物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交叉学科入选江苏省高校

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生物工程、生物技术专业均为江苏省高

等学校品牌专业建设点，生物工程专业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特

色专业，生物制药专业为国家卓越工程师改革试点专业，学

院主要专业获批江苏省生物工程类重点专业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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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一级学科下的3个二级学科

u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国家重点学科，招收博士
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硕士点（1981年）、博士点（

1993年），39名导师（其中博导19名）

u 海洋药物学：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u 海洋药物学：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硕士点（ 2003年）、博士点（2003年），6名导师（其中
博导3名）

u 药物生物信息学：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
生，硕士点（ 2003年）、博士点（2003年），4名导师

（其中博导2名）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u 生物学：招收硕士研究生，一级学科硕士点（
2011年），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2003年），共有22名导师。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10年



依托：

u药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u生物学

江苏省优势学科（交叉学科）

u生物医学工程

省优势学科---药物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2014年）



硕士生导师：42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24人

博士生导师：19人

导师队伍

导师获国家和省级人才项目资助情况导师获国家和省级人才项目资助情况

千人计划 1人千人计划 1人
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人
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2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4人
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 4人
省级其它人才计划 50人次



团队建设

u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
药物生物合成和生物转化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u江苏省科技创新团队
多糖类药物研发关键技术

u江苏省青蓝工程创新团队
多肽、蛋白质类药物分子改构及化学修饰研究创新团队

u江苏省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联合）

u江苏省核酸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



目前全院正承担的科研项目（纵向课题75项）

ll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10 10 项项

ll 国家国家863863项目：项目： 5 5 项项

l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5 35 项项

重点项目：重点项目： 2 2 项项

国际合作国际合作((重大重大)) 项目：项目： 1 1 项项国际合作国际合作((重大重大)) 项目：项目： 1 1 项项

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1 1 项项

面上项目：面上项目： 19 19 项项

青年项目：青年项目： 11 11 项项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1 1 项项

ll 各类省部级项目：各类省部级项目： 2525项项

ll 横向课题：横向课题： 6060余项余项



目前全院正承担的科研项目

共承担国家级、省部级课题75项，

经费共计1.37亿元。

为我院学科发展和研究生教育提供了为我院学科发展和研究生教育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支撑。重要的基础支撑。



新药研发情况

u1.1类化学新药——安替安吉肽，于2013年8月通过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批，现已获得临床批件。

u生物创新药物：注射用聚乙二醇化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

素，于2014年8月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批，现素，于2014年8月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批，现

已获得临床批件。



招收研究生情况

年份 招收硕士人数 招收博士人数

2012 146 262012 146 26
2013 142 26
2014 145 25                                                                                                                           
2015 141 27



2012年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

专业 总就业率

学历

硕士生毕业 博士生毕业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0% 100%

药物生物信息学 100% 100%

海洋药物学 100% 100% 100%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00% 100% 100%



2013年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

专业 总就业率

学历

硕士生毕业 博士生毕业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0% 100%100% 100%

药物生物信息学 100% 100%

海洋药物学 100% 100% 100%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00% 100% 100%



2014年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

专业 总就业率

学历

硕士生毕业 博士生毕业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0% 100%100% 100%

药物生物信息学 100% 100%

海洋药物学 100% 100% 100%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00% 100% 100%



uu考博继续深造考博继续深造

uu出国留学出国留学（读博、做博后）（读博、做博后）

uu进入大型医药企业进入大型医药企业

就业方向

uu进入大型医药企业进入大型医药企业

uu进入高校工作进入高校工作

uu成为公务员成为公务员



导师风采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学科导师“微生物与生化药学”学科导师

高向东 王 旻 姚文兵 奚 涛 陈依军 顾月清 徐寒梅 周长林 张玉彬

谭树华 陈建华 刘 煜 金 亮 胡加亮 邓大伟 许激扬 叶波平 何书英

孔 毅 李泰明 欧 瑜 倪孟祥 郑 珩 陈向东 曹荣月 黄凤杰 窦 洁

张 娟 吴 洁 田 浤 尹鸿萍 王淑珍 刘 楠 郭 薇

“海洋药物学”“海洋药物学”学科导师学科导师

徐寒梅 陆园园

“药物生物信息学”学科导师“药物生物信息学”学科导师

顾月清 郑 珩



导师风采

“生物学”学科导师“生物学”学科导师

高向东 王 旻 奚 涛 陈依军 周长林 张玉彬 谭树华 陈建华 刘 煜

叶波平 何书英 孔 毅 李泰明 欧 瑜 倪孟祥 曹荣月 李谦 窦 洁

张 娟 吴 洁 王 慧 储卫华张 娟 吴 洁 王 慧 储卫华



欢迎同学们欢迎同学们

加入我们学院、我们学科！加入我们学院、我们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