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国药科大学）建设方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

国历史性跨越的必由之路，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

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药科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学风优良、在药学界

享有盛誉的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是我国

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之一。建校 80 年来，中

国药科大学秉承“精业济群”的校训精神，存心以仁，任事以诚，兴

药为民，荣校报国，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铸就了独特的治校品格。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以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精神，依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 号）、《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教研〔2017〕2 号）

和《关于编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

以特色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导向，坚持目

标引领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体现世界水平与凸显中国特色相协调，

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兼顾，制定了与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有机衔接

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 



一、建设目标 

1、学校办学定位 

中国药科大学认真审视八十年（1936年-）来的办学实践，客观分

析学校在国家和医药行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确定了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 

办学类型定位：建设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学科发展定位：构建以药学为主导、多学科交叉融合、结构合理

的学科体系，建设世界一流药学学科群。 

2、学校发展目标 

2013年，中国药科大学开展转型发展大讨论和召开第九次党代会，

确定了“两个阶段”、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和新要求，在深刻理解《总体方案》和《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基

础上，结合世界一流药学学科群发展建设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学校近

期、中期和远期发展目标： 

近期发展目标：到 2020 年，药学学科群龙头学科领域进入世界

一流学科行列，初步建成以药学为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中期发展目标：到 2030 年，药学学科群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学科

行列，若干学科方向具备世界领先水平，建成以药学为特色的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 

远期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叶，药学学科群总体实力达到世界一

流水平，龙头学科领域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建成以药学为特色的

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3、学科建设总体规划 

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把握国家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的重大机遇，加快优化学科布局，构建面向大健康产业的以药学为主

导、多学科交叉融合、结构合理的学科体系。 

（1）构建现代药学学科体系：以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 号）为指导，围绕国家“到 2020

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

系”的目标，结合学校实际，巩固优势学科，积极拓展新兴学科和交

叉学科，加强特色应用型学科建设，努力构建涵盖药学、化学、生物

学、医学等学科的现代药学学科体系，为学校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为国家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重点发展优势学科：重点加强以药学和中药学两个一级学

科博士点为主导的优势学科建设，保持其在全校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

龙头地位，不断扩大影响力。药学和中药学学科的若干方向或领域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在“原创药物发现与成药性评

价”和“中药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等研究领域形成 5-8 个实力

突出、支撑力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学科方向。建成以药学和中药学

为龙头的世界一流药学学科群。 

（3）着力发展支撑学科：加强基础支撑学科的建设与延伸发展。

促进化学、生物学、医学（基础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等学科形成

较强的研究实力，力争“十三五”期间，达到博士学位授权点水平，在

国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新增一级学科博士点 1-2 个，努力将基础支



撑学科建设成为江苏省重点学科或者学科培育点，为药学学科提供有

力支撑。 

（4）加快发展交叉学科：提高海洋药学、药学（生物）信息学、

制药工程学等学科以及药物化学生物学、生物医药材料、药物组学、

精准医学等交叉研究领域实力，取得突破性成就；加快临床药学学科

发展，尽快牵头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临床药学教育和

临床药师培养模式，使临床药学成为学校新的学科生长点和发展亮点，

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我国临床药学教育的引领者和示范者。 

（5）全力打造特色应用型学科：基于国家和行业对人才的多样

化需求，学校在充分尊重学科自身规律基础上，科学设置专业并进行

动态调整，积极支持我校一批立足于行业发展需求的经、管、文、法

等门类特色应用型学科和专业发展，如社会与管理药学、药物经济学、

应用统计（医药大数据分析）、工程（制药工程与产业化）等。加强专

业学位授权点的管理和建设工作，力争在“十三五”期间，新增博士、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领域）1-2 个。 

4、拟建设学科 

（1）建设口径选择 

学科群是指为适应现代科技进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若干相关学科围绕某一共同领域，以一定形式结合而成的学科群体。

进行学科群建设，可以打破现有学科、院系的屏障，形成由龙头学科、

支撑学科和相关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有利于促进学科间的相互交叉、

融合与渗透，形成学科间互联互补、共生共荣的机制，实现学科发展



的综合效应、交叉效应和横向效应，集成多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培植

新的学科增长点，优化学科结构。 

（2）拟建设学科名称 

中国药科大学拟以药学和中药学为龙头学科，化学、生物学和基

础医学为支撑学科，建设世界一流药学学科群。 

 

二、药学学科群建设 

1、口径范围 

1.1 世界一流药学学科群组成 

龙头学科对应一级学科：药学（学科代码 1007）和中药学（学科

代码 1008）。 

支撑学科对应一级学科：化学（学科代码 0703）、生物学（学科

代码 0710）和基础医学（学科代码 1001）。 

1.2 学科群各组成学科间的内在联系 

药学研究包括化学药物（依托药学一级学科）、中药天然药物（依

托中药学一级学科和药学学科下的生药学二级学科）和生物技术药物

（依托药学学科下的微生物与生化药学二级学科和生物学一级学科）

等不同类别。以化学为基础的知识体系支撑药物的发明和发现，以生

命科学（生物学和基础医学等）为基础的知识体系支撑药物有效性和

安全性评价，以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临床药学等）为基础的

知识体系保障药物临床合理使用，以管理学和经济学为基础的知识体

系保障药物使用的合法性与经济性。 



1.3 拟建“学科高峰”和“学科高原” 

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而学科研究方向是学科建设的

基石，学科方向水平决定了一所大学的层次。我校以国家战略规划和

学科发展趋势为指导，确定“提升药学学科集群实力建学科高原，构

筑世界一流学科高峰”的学科发展战略，在高原上建高峰，通过重点

支持大幅缩小“学科高峰”与一流标杆的差距，使其具备冲击世界一

流实力。 

 “学科高峰”主要面向国际药学学科前沿，瞄准国家和医药行

业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目标是建成国内领先、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

制度先进、高端人才集聚的学科点。建设“学科高峰”离不开宽阔的

“学科高原”作为土壤和支撑。因此，学校立足现有学科建设基础，

适度拓宽广度，大力深化厚度，目标是形成“学科高原”整体优势。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学科群拟在“原创药物（含化学药物、中药和

生物技术药物）发现与成药性评价”和“中药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

能”两个研究领域建设学科高峰，在“重大疾病发病机制与药物靶标

发现”、“生物医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新药研发中的前沿技术及其

转化应用”、“上市后药物再评价与临床合理用药”、“国家药物政策研

究与智库建设”等五个研究领域建设学科高原。 

1.4 药学学科群主要研究领域 

（1）个性化小分子药物研发理论与关键技术：建立基于分子分

型－靶标的个性化药物筛选体系，开展基于基因多态、结构多态的个

性化药物设计，进行基于疾病动物的功能评价与成药特性研究；利用



多组学分析技术开展疾病易感性和药物敏感性的分子分型、精准医学

评价研究，寻找并验证药物疗效与毒性的生物标志物，为个性化药物

的研究提供新技术、新方法、新策略；以重大疾病（如肿瘤、代谢性

疾病等）为切入点，开展药物合成方法学研究，构建集药物代谢动力

学、药效学及安全性评价三位一体的个性化药物成药性评价技术体系，

发现新药物作用机制、作用靶标、新分子实体、新靶标/药物结合位点

等。  

（2）中药天然药物新药研发理论与关键技术：针对中药经典名

方、中药大品种、临床有效制剂的中药单体及活性成分组合等，重点

开展天然复杂化学小分子高效鉴定、（类）天然活性分子及组合物的

发现、功能评价、分子靶标与作用机理确证，创新中药天然药物的药

动/药效/毒性关联研究技术、微量活性单体的全合成或半合成技术、

合成生物学、生物酶工程、活性组分发现与制备等新技术，建立活性

成分（组分）清楚、质量稳定可控、作用机理明确的现代中药创新研

发技术体系。 

（3）生物技术药物研发理论与关键技术：建立工程抗体研发技

术体系，开展多价抗体、类抗体、智能抗体等新型抗体药物开发的关

键技术研究，筛选确认新抗体的新靶点，突破抗体修饰前沿关键技术，

开发创新抗体药物和新型修饰型抗体药物，如 ADCC增强抗体药物、

智能交联药物；以肿瘤等重大疾病为切入点，建立以抗原工程为基础

的治疗性疫苗设计与研究体系；借助基因组编辑技术，干细胞工程等

前沿技术，开展以精准治疗为目标的细胞治疗技术研究；突破重组技



术、基因导入技术等前沿关键技术，开发重组新型蛋白药物及基因治

疗、核酸药物；建立针对生物大分子的高通量、高特异性、高灵敏度

的体内外分析方法，逐步建立针对生物大分子的早期成药性评价体系。 

（4）重大疾病发病机制与药物靶标发现：开展重大疾病（肿瘤、

感染性疾病、器官移植排异等）的病理机制研究，解读疾病发生发展

中内稳态失衡的机制，发掘各种治疗新途径新策略；利用功能组学技

术探讨代谢失衡与代谢性疾病（糖尿病、肥胖、动脉粥样硬化等）的

相关性，发现引发代谢失衡的关键调控分子、寻找具有成药性前景的

药物靶标；依托脑科学，在深入揭示重大脑疾病（如中年期抑郁症、

老年期的退行性脑疾病、毒品成瘾）病因和病理机制基础上，通过学

科交叉合作寻找靶标药物。 

（5）生物医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围绕重大疾病临床用药研制、

药物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等需求，重点开展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基

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药物筛选、基于网络药理学的多靶点药物设计、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药物不良反应信息挖掘与重大药源性疾病预警靶

点研究、个体化疾病诊治的数据集成与预案推导、肿瘤等重大疾病药

物治疗的精准预测，以及大数据获取技术（高灵敏度的基因测序、单

细胞测序、多组学技术）、数据挖掘相关理论与前沿技术研究。 

（6）新药研发中的前沿技术及其转化应用：以智能调控为方向，

加快 3D 药物打印、药用材料表面生物功能化及改性等关键技术突破，

重点开发可用于药物递送和医用诊断的新型医药功能材料与新型药

用辅料；突破合成生物学技术、生物正交化学技术、基因编辑技术、



结构生物学、多组学技术、CART 技术、液体活检、干细胞和组织工

程、分子影像等新兴前沿技术在新药研发中的转化应用瓶颈；强化生

物学（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细胞功能实现的系统整合研

究、生命体系功能的分子调控等）和化学（手性物质精准创造、化学

精准合成、化学精准测量与分子成像等）等基础学科在新药研发中的

支撑作用。 

（7）上市后药物再评价与临床合理用药：以注射剂、中药复方

制剂等为例，探索构建药物上市后再评价的基本框架，制定上市后再

评价的技术规范，明确上市后再评价的具体实施办法，集成创新药物

上市后再评价关键技术；通过典型品种的示范研究，探索解决制约我

国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的关键技术问题；以重大药害事件、不良反

应高发生率药物品种为切入点，在解析成分-功效、杂质-毒性等关系

基础上，构建药物安全预警关键技术体系，提升我国药物安全“析因

溯源”和“应急预警”能力，为指导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支撑。 

（8）国家药物政策研究与智库建设：重点围绕药物政策、医药

产业经济、医药产业发展、医药知识产权、药物经济学、医药物联网

和新药研发投融资与价值分析等国家、国际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相关热点问题开展研究，着力打造成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

第三方高端智库，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建言献策，为行业发展提供战略

咨询。 



2、建设目标 

2.1 近期（2020 年）建设目标 

巩固和加强药学学科群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药学学科主要指标达

到欧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同学科发展水平，中药学学科主要指标达到

日韩顶尖大学同学科发展水平，“学科高峰”和“学科高原”龙头学

科领域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 

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及国内外权威第三方组织

的全国学科评估中，药学和中药学两个一级学科排名均位列前三，其

中药学排名力争第一、中药学保持第二。 

龙头学科领域药理学与毒理学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且绝对

排名进入前 70 名，成为世界一流学科；2 个支撑学科领域化学、临床

医学绝对排名稳步上升，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前 500 名；生物学与生物

化学学科领域新增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使药学学科群 ESI 全球

排名前 1%的学科领域增加到 4 个。 

2.2 中期（2030 年）建设目标 

药学学科群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药学和中药学主要指标

超越欧美日韩顶尖大学同学科发展水平，“学科高峰”和“学科高原”

在重点研究领域居国际领先水平，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学术水平和国际

领先水平的重大研究成果，并能带动一批相关学科发展。 

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及国内外权威第三方组织

的全国学科评估中，药学和中药学两个一级学科排名均位列前二，其

中药学学科排名力争第一。 



龙头学科领域药理学与毒理学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且绝对

排名进入前 50 名，成为世界一流学科；3 个支撑学科领域化学、临床

医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绝对排名稳步攀

升，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前 400 名；多学科跨学科、材料科学等 1-2 个

交叉学科领域争取新增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使药学学科群 ESI

全球排名前 1%的学科领域增加到 5 个。 

2.3 远期（本世纪中叶）建设目标 

学科建设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

团队，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专业和一流人才，产生一批世界一流学术研

究成果，使药学学科群总体实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部分学科方向进

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以此带动更多相关学科发展。 

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及国内外权威第三方组织

的全国学科评估中，药学和中药学两个一级学科排名均力争第一。 

药学学科群龙头学科领域药理学与毒理学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且绝对排名进入前 30 名，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3 个支撑学

科领域化学、临床医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

绝对排名明显上升，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前 300 名；多学科跨学科、材

料科学等 2-3 个交叉学科领域争取新增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使

药学学科群 ESI 全球排名前 1%的学科领域增加到 6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