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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实践背景

药学事业是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特殊事业，药

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直接关系到我国药学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长久

以来，我国药学学科的学位类型只有科学学位，该类型研究生的培养

目标侧重于理论和学术研究，人才的就业范围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

构。而医药产业包括了药品研发、生产、流通、使用、监管等各个环

节，每一个环节都迫切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进入 21 世纪后，我

国医药产业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医药市场之一。医

药产业实践部门亟需大量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矛盾日益凸显。药学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成了当时急需解决的课题。

专业学位教育是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的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的有效途径。在美国，药学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主要通过 Pharm.D

等专业学位教育来实现，在英联邦国家，也通过授课式硕士学位的方

式培养适应于实践部门的高层次人才。我国也在 80 年代末期就开展

了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探索，在 MBA、工程硕士等类别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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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以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余伯阳教授为首的研

究实践团队，自 2004 年始，对我国药学专业学位的设置和药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进行了长逾 10 年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的斐然成绩。

二、研究实践主要成果

1、提出在我国设置药学专业学位的建议，触发了社会各界对药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2004 年，项目组成员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上发表《在

我国开展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初探》一文，提出在我国设置药

学专业学位的设想，拉开了我国正式论证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序幕。

2005 年，以“适应社会需求，符合教育规律”为宗旨，项目组

先后召集药学教育领域专家、全国部分三级医院的医院药学专家、部

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药品监管部门高层人员等召开

多个研讨会，历经十几稿，最终形成了《设置药学专业学位论证材料》

和《关于在我国设置药学专业学位的建议书及论证报告》。该部分报

告不仅对药学专业学位设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详实的论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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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招生选拔、毕业就业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思路。

2005 年部分药学专业学位设置研讨会

同年，项目组查阅数百篇文献，在走访行业主管部门、行业职业

资格认证中心等部门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在我国设置药学专业学位

的调研报告》。该报告从国民经济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科学学位与

专业学位属性辨析、国外药学专业学位制度、我国医药行业技术构成

和人才构成、美国药学毕业生人才流向和工作职能等六个方面进行了

详实的调研论证。

项目组在专业学位设置论证的调研、访谈的过程中，触发了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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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领域、医药行业实践部门、医药行业主管部门、行业职业资

格认证部门等社会各界对药学专业学位教育的思考。《建议书》和《调

研报告》递交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相关部门后，受到了相关领导的

高度重视。

2、开展初步论证工作，为药学专业学位设置的国家论证奠定坚

实基础。

2006 年至 2009 年期间，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继续进行关于药学

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和培养方案初步论证，为药学专业学位设置的国家

论证做前期准备”的指示，项目组进一步征询了有关专家对药学专业

学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设置、考核办法等的建议和意见，形

成了《药学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讨论稿）》、《关于<药学专业学位

设置方案>的说明》、《药学硕士专业学位（M.Pharm）研究生指导性

培养方案（草稿）》《药学博士专业学位（D.Pharm）研究生指导性

培养方案（草稿）》等，为药学专业学位设置的国家论证奠定了坚实

基础。

2006 年部分药学专业学位设置行业专家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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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置药学硕士专业学位论证材料

3、正式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牵头组织全国范围内的药学专业

学位论证工作，推动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成功设置。

2009 年 9 月，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项目组邀请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学会有关领导及全

国 11所高校及研究单位的 16名药学专家、教授在南京召开了设置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的全国论证会，最终形成了正式的《设置药学硕士专

业学位论证报告》、《药学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草案）》、《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草案）》、《设置药学硕士

专业学位专家论证会会议纪要》，报送国务院学位办公室。

2009 年药学专业学位设置全国专家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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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专家汇总表

2010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27次会议决定在我国设置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2011 年全国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正式成立，秘书处挂靠我校。

项目组经历从 2004 年到 2010 年长达 7年的研究和论证，为我国

药学专业学位的设置提供了极其丰厚理论支撑和可靠的实践论证材

料，最终促成药学硕士这一新的专业学位类别在我国成功设置。

4、多项成果被相关部门采纳，规范了我国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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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2010 年 3 月，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牵头开展了“药学硕士专

业学位办学基本要求“的论证起草工作。项目组向全国数十家培养单

位发放调查问卷，最终向国务院学位办提交了《申请药学硕士

（M.Pharm）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的基本条件（草案）》、《中国药科

大学关于论证《申请药学硕士（M.Pharm）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的基本

条件（草案）》的说明》，论证结果被采纳。

申请药学硕士（M.Pharm）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的基本条件（草案）

2010 年 7月，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项目组牵头开展了对药学

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初试科目的论证工作，起草了《关于药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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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设置的方案》、《关于论证《关于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设置的方案》的说明》。

最终论证结果被相关部门采纳。

2011 年 3 月，项目组牵头论证起草的《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指导

性培养方案》被相关部门采纳，并印发全国各培养单位.2013 年，项

目组起草的《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办学条件评估办法》在第二次全国药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审议通过，被采

纳.2014 年，项目组起草的《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讨论稿）》

提交国务院学位办公室。

5、探索、创新、实践了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获

得药学教育界的广泛认可。

项目组以中国药科大学为研究实践单位，从招生选拔、课程体系、

导师形式、实践基地、考核标准等环节系统全面的构建了药学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制订了《中国药科大学攻读硕士专业学位

培养方案总则》，提出了“0.5+0.5+2”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半年

课程学习，半年校内基本素质训练，两年实践基地专业实践。制订了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构建了“平台

+模块”的课程体系（平台是指：校内课程平台与实践基地课程平台.

模块是指：公共理论知识模块、通识理论知识模块、领域专业知识模

块、职业衔接知识模块）.开设《药学前沿》课程，邀请数十位药学

实践部门的专家给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做讲座。制订了《中国药

科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认定办法》，遴选校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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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教师 256 名，校外合作指导教师 317 名。制订了《中国药科大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管理办法》，在 22 家实践单位建立了校

外实践基地.在各基地建立了的管委会.制订了管理办法，明确了学

校、基地、校内导师、校外导师的权利与义务.邀请实践基地为专业

学位研究生开设企业课程，实现“基地用人”向“基地育人”的转变。

制订了《中国药科大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明确了研究生

毕业时“专业实践考核”与“学位论文答辩”并重的学位授予要求。

项目组构建的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经实践检验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2011-2014 年间，中国药科大学共招收药学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 645 人（其中：2011 年 109 人，2012 年 155 人，2013

年 195 人，2014 年 186 人）。目前已毕业的 2011 级药学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截止 2014 年 7 月份的一次性就业率达到 90.69% ，高于同

校同级药学科学学位研究生的就业率。而且首届毕业生就业后表现获

得了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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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学位就业单位性质统计表

项目组的研究实践成果多次被作为成功经验作全国性大会交流，

兄弟单位也多次来我校借鉴学习，项目组的研究实践引领示范了我国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三、代表成果

1、项目组承担课题情况：

序

号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课题经费

（万元）

课题完成人

1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

展战略与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研究――药学专业

学位的设置与培养模

式、培养方案的探讨

“中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立项

课题（06CA091）

2 吴晓明、余伯

阳、张永泽等

2 药学应用性高层次人才

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的

探讨

江苏省教育厅“十

一五”研究生教育

创 新 重 点 课 题

(ZD0609)

2 吴晓明、余伯

阳、张永泽等

3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课程

体系重构与实践

----基于能力本位教育理
论

江苏省 2014年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课题（编号：

JGZZ14_032）

2 张永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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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基于BPR理论的质量
保障体系再造

江苏省 2013年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课题（编号：

JGZZ13_030）

2 张永泽

5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课程

体系与教学、实践模式

的构建与优化

江苏省 2010年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课题（ 编号：

JGKT10_047）

2 张宝玲、张永

泽

6 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

研----以药学硕士专业学
位为例

2013年中国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学会

（ 编 号 ：

C1-2013Y07-108）

张永泽

7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

建

2011年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JKQ2011059）

0.75 张永泽

8 我国药学学科建设与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关系研

究

2007年“江苏省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研

究会”立项课题

（X073019）

0.3 张永泽

9 我校研究生管理信息

化、网络化系统的构建

与开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基金资

助项目

0.3 张永泽

10 药学院校临床药学学科

发展与研究生培养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为例

中国药科大学 2013
年“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青年项目

1 刘会胜

11 江苏高校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发展进程与策略研

究

2013年江苏省研究
生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课题

2 刘会胜

12 多元化背景下医学硕士

培养目标的研究（药学）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 2008年立
项课题

2 岳志伟等

13 新形势下药学类研究生

培养与研究生思政工作

结合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 2008
年度党建与思想政

治教育立项课题

0.1 刘会胜、

俞朝霞

14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的质量控制研究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十一五”

0.6 岳志伟、

刘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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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课题

15 高等药学院校大学生创

业能力培养的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党建

与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课题

0.2 潘嵩、

张永泽等

16 专业学位实践基地建设

指导性意见和规范化管

理办法

国务院学位办教指

委专项课题经费

50 项目组团队

2、项目组发表部分文章清单

[1]张永泽,岳志伟,余伯阳.在我国开展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初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J].2004,(4):23-25.

[2]张永泽,刘晓光,董维春.专业学位研究生“基于项目的校企协同培

养模式”探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J].2014,(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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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Xiaoming Wu.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Higher Pharmaceu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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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Vol.64,Fall 2000:324-326.

[8]Xiaoyuan Xu, Xiaming Wu, Jiping Wang, Andrew K Da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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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徐晓媛,吴晓明.中国高等药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展望.中国大学

教学[J].2008(1):24-26.

[13]张永泽,岳志伟,余伯阳,于锋.浅议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科

目“四改三”的必要性[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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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旭明,张永泽.浅议建立科学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应遵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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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材料（具体内容详见光盘附件）

1、《设置药学专业学位的论证材料》（一）

（1）设置药学专业学位的论证材料

（2）“设置药学专业学位研讨会”会议纪要

2、《关于设置药学专业学位的建议书及论证报告》（二）

3、关于设置药学专业学位的调研报告

（1）设置药学专业学位调研报告之一：

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谈药学专业学位设置的必要性

（2）设置药学专业学位调研报告之二：

从和谐社会的角度谈药学专业学位设置的必要性

（3）设置药学专业学位调研报告之三：

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属性辨析暨药学专业学位设置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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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置药学专业学位调研报告之四：

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药学专业学位

（5）设置药学专业学位调研报告之五：

我国医药行业技术构成和人才构成分析

（6）设置药学专业学位调研报告之六：

美国药学毕业生人才流向和工作职能

4、《关于设置药学专业学位的论证材料》（三）

（1）《关于设置药学专业学位前期论证工作的回顾》

（2）《药学专业学位设置方案》

（3）《关于《药学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说明》

（4）《药学硕士专业学位（M.Pharm）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5）《药学博士专业学位（D.Pharm）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5、《设置药学专业学位的论证材料》（四）

（1）《设置药学硕士专业学位论证报告》

（2）《药学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草案）》

（3）《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草案）》

（4）《药学硕士专业学位专家论证会会议纪要》

6、《申请药学硕士（M.Pharm）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的基本条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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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指导性培养方案》

11、《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讨论稿）》

12、《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办学条件评估办法》

13、《中国药科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2010-2015 年）》

14、《中国药科大学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总则》

15、《中国药科大学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16、《中国药科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认定办法》

17、《中国药科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管理办法》

18、《中国药科大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