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学 

专业名称：中医学 

 

报考科类：理科 

 

修业年限：5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社会进步和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

具备良好的职业胜任力，较强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系统掌握扎实的中医

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中医思维与专业实践技能，从事中医临床医

疗及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中医学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中医学的基础知识和相应的诊疗技能，掌握

中医学基本理论、治法、方药和诊疗技能，以及现代医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

备对常见疾病进行辨证论治的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中医学基础理论、方药理论和临床医学理论，熟悉中医经典理论； 

2.掌握现代医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3.具备中医常见病证的辨证论治和急、难、重症的初步处理能力； 

4.具备熟练阅读古典医籍和查阅专业外文资料的能力； 

5.具备主动获取知识、掌握相关领域科技发展动态的能力和从事中医药科学

研究的初步能力； 

6.具备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 

7.掌握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本知识和科学方法，并能用于指导

未来的学习和医疗实践。 

 

主干学科：中医学、临床医学 

 

核心课程：开设有中医基础理论、医古文、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

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

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针灸学、诊断学基础、西

医内科学等课程。 

 

专业特色：我校中医学专业为国家一流专业。在通识教育基础上，开创了书

院式教育模式，不但注重中医思维的培养和中医临床技能的训练，也着力于学生

人文素质的提升、中医文化的熏陶和学生发展潜力的塑造。开办中医摇篮班、中

医科研实践班并开展师承教育，全方位地为学生早临床、早实践奠定基础。 

 

就业前景：当前，健康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

发展，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中医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认可。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从事中医医疗的临床工作，也可从事预防、保健、康复工作或中医教育、

科研、对外交流、文化传播以及中医药事业管理等工作，也可选择自主创业，开

办中医诊所等。 

  



中西医临床医学 

专业名称：中西医临床医学 

 

报考科类：理科 

 

修业年限：5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

系统掌握中、西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中医经典理论，具备

对常见病、多发病进行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的能力，能在医疗卫生领域和健康服

务产业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

型高素质中西医结合人才。 

 

培养要求：学生主要学习中、西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人文、科

学、职业素养教育以及中、西医学基础和临床技能的基本训练，具备中西医结合

临床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中医学、西医学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中西医结合临床的思维方法和临床诊疗技术； 

3.掌握全科医学思想，全科医生的工作任务、方式，必要的预防医学知识和

常见传染病防治原则； 

4.熟悉国家医疗卫生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熟悉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 

6.熟悉中医经典理论知识，含旴江医学理论和热敏灸理论等； 

7.了解中西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动态和行业需求； 

8.具有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能力； 

9.具有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对常见病、多发病进行临床诊疗和对危急重症进

行诊断和救治的能力； 

10.具有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对患者和公众开展健康教育的能力,

具有依法行医和在执业活动中保护患者以及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与能力； 

11.具有阅读中医古典医籍和医学相关文献以及利用现代技术获取信息的能

力； 

12.具有初步的中西医结合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判断性

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 

13.具有自我完善、不断追求卓越的意识和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 

 

主干学科：中医学、基础医学、中西医结合 

 

核心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经典、诊断



学基础、生理学、药理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中西医结合

妇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等。 

 

专业特色：本专业为江西省一流（优势）专业，拥有 2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被列为江西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教育体制改革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4个、国家级实验示范中心 1 个、省级实

验示范中心 3个、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双语课程各 1门、省一流课程 2

门。 

本专业以培养高素质中西医结合人才为根本目标，在传授传统中医学知识的

同时，加强西方现代医学新成就、新技术的学习，融会贯通，形成独具特色的中

西医结合医学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顺应中医药进入世界医疗

主流体系的趋势，以培养适应社会需要和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 

 

就业前景：国家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西医药

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近年来，本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考研升学率均居全省高校

前列。中西医结合人才的社会需求量与日俱增，可在中医医院、综合性医院及社

区医院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和预防保健、康复工作；也可在

高、中等医药院校，科研院（所）从事中西医临床教学、科研、管理和及对外交

流等工作；此外，毕业生也可参加国家创新创业计划自主创业、开办医院、诊所

等。 

 

 

 

 

 

 

 

  



中医骨伤科学 

专业名称：中医骨伤科学 

 

报考科类：理科 

 

修业年限：5 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中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突出中医骨伤

科学相关知识，满足中医执业医师考试要求的各项标准，熟练掌握中医骨伤特色

诊疗手段，具有独立诊治常见骨伤疾病的能力，熟悉现代骨科各项基本手术操作，

能够在医疗卫生领域从事骨伤医疗，以及预防、保健、康复、科研等工作的中医

骨伤应用型人才。 

 

培养要求： 

一、知识 

1.中医药学与专业知识：系统掌握中医药学经典知识、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

掌握中医骨伤科学特色正骨、筋伤、骨病、创伤急救相关理论；熟悉人体解剖、

骨伤科手术学、生物力学相关知识。了解骨伤科学的学术发展动态。本科毕业时

达到通过中医执业医师的知识水平； 

2.人文社科：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优良的道德情操，明礼诚信、尊师重道、关爱患者、尊重和珍爱生命，具有良好

的人际交往知识、医患沟通知识，熟悉国家医药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法规； 

3.自然科学：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具有科学精神和分辩真伪的知识储

备。 

二、能力 

1.专业技能与应用能力：熟练掌握全面的中医临床综合诊治技能，具有较强

的中医理论思维、临床辨证思维和分析能力，能独立处理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

在上级医师指导下有处理急、危、重病症的能力。能够使用药物、手法、针刀、

手术等方法治疗筋伤病、骨折、关节脱位和骨病等本学科领域常见病、多发病。

能够在上级医师指导下辅助处理骨伤科急、重病证的综合能力。初步具备从事中

医骨伤科学临床和基础研究的能力。毕业时达到相当于中医骨伤住院医师医疗水

平； 

2.自主学习能力：掌握学习规律和方法，制定适宜的学习计划，熟练运用线

上线下多种途径查阅资料，自我监督学习过程和检查学习效果，养成良好的自学

习惯，具备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 

3.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及独立

获取知识的能力，敢于发现现有医学知识和临床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掌握医学古代语言，能够熟练阅读中医古典医籍。



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熟练的听、说、读、写等能力，具备熟练阅读专业外文资

料的能力； 

5.文献检索与科研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对古典

医籍、临床各家学术思想及专业文献的研读能力和综述能力。熟悉科学研究的基

本方法，具有掌握相关领域科技研究发展动态的能力和结合临床实际从事中医药

科学研究的能力； 

6.沟通交流和团队协作能力：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敢

于沟通、勤于沟通、善于沟通；有良好的团队意识与集体主义思想，在团队协作

中敢于奉献、敢于担当，时刻保持谦虚包容的心态。 

三、素质 

1.具有高尚的医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较高的医学临床水准，有意愿、

有能力服务于社会； 

2.具有较强的批判思维、严谨的科学思维、开拓的科研创新精神； 

3.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健康的情绪、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适应

能力； 

4.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扎实的专业素养、广阔的国际视野、健康向上的审

美情趣； 

5.具有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精神，能够吃苦耐劳，自力更生，

积极参与各项劳动实践，并从中汲取力量。 

 

主干学科：中医学、中医骨伤科学 

 

核心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正

常人体解剖学、诊断学基础、中医骨伤科学（器官系统教学）、骨伤科手术学等。 

 

专业特色： 

1.历史悠久 

本专业传承自以危亦林为代表的盱江医学骨伤流派，办学历史悠久。1986

年我校在全国率先成立骨伤实验班，1987 年成立针灸骨伤系，并首批获批中医

骨伤专业招生，1993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被评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

二五”重点学科；2020 年我校中医骨伤传承创新团队荣获江西省高水平本科教

学团队，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 

2.师资雄厚 

骨伤专科目前拥有临床教师 81 人，名医工作室 2 个，拥有国家名老中医 2

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3 人，江西省国医名师 1 人，

江西省名中医 6人，拥有博士生导师 4人，硕士生导师 23人。 

3.教学基地完善 

临床教学基地：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资源丰富，有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37人次、江西省名中医 56 人、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 17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7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专病）12 个、

国家中医区域治疗中心 2个、国家级中医住院医师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

养基地 3个。 

专科教学基地：附属医院为江西省骨科医院，拥有骨伤专科 10个，病床 400



张，是江西省中医骨伤医疗中心，江西省膝痹病治疗中心，江西省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定点机构，北京大学医学部第四临床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联盟单位，为

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等 7 个学会挂靠单位。 

 

就业前景：国家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

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本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考研升学率均居全省高校前

列。毕业生可在中医医院、综合性医院及社区医院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中医

骨伤临床工作，以及预防、保健、康复工作；也可在高、中等医药院校、研究所

从事中医骨伤教学、科研、管理及对外交流等工作；此外，毕业生也可积极参加

国家创新创业计划自主创业、开办诊所等。 

 

 

  



针灸推拿学 

专业名称：针灸推拿学 

  

修业年限：5 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学生拥有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系统掌握中医针灸

推拿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热敏灸特色技术，具备应用针灸推拿技

术对临床常见病、多发病进行临床诊疗的能力，能从事医疗、教学、科研、保健

及相关社会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培养学生学习中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必要的基础医

学、临床医学基本知识，完成针灸推拿临床技能的专业训练，具备运用针灸推拿

技术进行预防、保健、诊疗、康复等方面的素质和基本能力，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掌握中医学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中药、方剂等基本知识。 

2.掌握针灸推拿学基础理论、基本技能，熟悉针灸推拿学术思想发展历史和

主要学术观点。 

3.具有运用中医理论和技能，全面、系统、正确地进行病情诊察、病史采

集、 病历书写及语言表达的能力。 

4.具备良好的针灸推拿专业诊疗技能，能够熟练地应用针灸推拿专业知识和

临床治疗技能治疗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 

5.掌握必要的现代医学和药理学知识，能够熟练地应用现代医学知识、药理

知识和临床治疗技能治疗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 

6.熟悉必要的心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知识，了解减缓病痛、改善病情和残

障、 心身康复及生命关怀的有关知识。 

7.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及创新能力、运用一门外语查阅医学文献和进行

交流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 

8.熟悉卫生法规，了解国家有关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 

9.尊重患者的个人信仰、人文背景与价值观念差异，保护患者的隐私，具备

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 

 

主干学科：中医学、针灸推拿学 

 

核心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针灸学、经络腧穴学、刺法灸法学、

针灸治疗学、推拿手法学、推拿治疗学、中医内科学、中医骨伤科学、正常人体

解剖学。 

 

专业特色：该专业在保持针灸推拿专业原有特色与优势的同时，以江西热敏

灸医院、南方灸疗研究中心为依托，融合针灸推拿、中医康复和现代康复专业特

色，形成了医、教、研为一体的教学科研平台。以具有鲜明中医针灸特色，在全



国形成“北看天津针、南看江西灸”格局的热敏灸技术为依托，构建了热敏灸特

色课程体系。依托 2个国家级、3个省级科研教学平台优势，建立了“科研平台

-技术成果-教育教学”联动机制，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以江西热敏灸医院为核

心，拓宽了学生实践基地，目前辐射省内 48 家，省外 3 家，海外 4 家分院。以

热敏技术推广为抓手，建立了海外热敏灸中心，提升学生国际化视野，进一步拓

展中医药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热敏灸这张闪亮名片，热敏灸研究现在已经进入

标准化、现代化、产品化、数字化方向发展。通过对本专业特色的构建与实施，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举措，已形成了专业技能熟练，特色优势鲜明，继承创新

意识强的实践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就业前景：随着人们健康理念的深入，预防保健意识的强化，针灸推拿专业

的就业前景可观。毕业生可在各级中医院、综合性医院、中医科研机构等单位从

事针灸、推拿医疗及科学研究工作，在医学类高等院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在社

会相关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工作。 

 

  



药学 

专业名称：药学 

 

报考科类：理科 

 

修业年限：4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秉承“惟学、惟人、求强、求精”校训精神，坚持并践行

“教无类、学为先、重激励、育特长、促实践、有思想”的育人理念，培养适应

社会进步和医药事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强的传承

能力和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系统掌握药学学科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药物研发、生产、检验、流通、使用和管理等

领域，从事药物发现和评价、药物原料及制剂设计与制备、药品质量标准研究和

质量控制、药品管理及药学服务等方面工作的实践型、创新型、创业型的药学专

业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药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以

及必要的基础医学、中医药学相关理论和知识；接受人文、科学、职业素养教育

和药学专业相关技能的训练；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能够从事药

物研发、生产、流通、管理、质量控制和药学服务等方面能力，具备人文、科学

和职业素养。 

毕业生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药学、化学、生物学、基础医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掌握药物分析、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基本实验技能、方法和技术； 

2.具备药物发现和评价、药物原料及制剂设计与制备、药品质量标准研究

和质量控制、药品生产、药品管理及药学服务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3.熟悉药事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了解药学及相关领域前沿与发展趋

势、医药行业发展需求； 

4.具有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初步的科研能力以及

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掌握文献检索、资料

查询和综述的基本方法。 

 

主干学科：药学、化学、医学基础 

 

核心课程：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药物分析、生药学、药事管理、天

然药物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专业特色：本专业办学历史悠久，是全国开办较早的药学专业之一。本专业

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江西省特色专业、江西省品牌专



业、江西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学科、江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支撑学科，2016

年本专业获批江西省高校学科联盟首批牵头学科。2016年顺利通过教育部的“药

学专业认证”， 2018 年本专业在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排名全省第一，入选教

育部“双万计划”2020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 

本专业师资和办学条件优越。具有优秀师资和丰富的实践教学实验室以及药

学科学研究条件。依托学校国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和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和省级重点实验室，江西省 2011协同创新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

科研实验室，国家级和省级实验示范教学中心、显微数码互动实验室等校内实验

和研究平台开展教学和科研。校外实践基地分布在全国各地，涵盖新药研发、生

产、检验、流通、使用和管理等领域。 

本专业产学研特色鲜明，与江中集团、汇仁、济民可信、天齐堂、贵州益佰

等大型制药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研发出了大量

的相关产品。并与医药企业联合办班，学生利用寒暑假、节假日等时间接受相关

培训、实习，大大强化和提高了学生的药学实验实践能力和实践效果。 

 

就业前景：本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够在药物研发、生产、检验、流通、使用和

管理等领域，从事药物发现和评价、药物原料及制剂设计与制备、药品质量标准

研究和质量控制、药品生产、药品管理及药学服务等方面工作。 

 

 

  



药物制剂 

专业名称：药物制剂 

 

报考科类：理科 

 

修业年限：4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药物制剂和药物制剂工程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能够在药学领域从事药物剂型与制剂的研究开发，药物

制剂的生产、制备、质量控制、管理等方面工作的药学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础医学、化学、药学、工学等学科课程，

掌握医药科技、药品制造、制药化工与工程原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

具备药物剂型、工艺、设备的设计与制造，药品质量控制、评价与监管的基本能

力，具备承担药物制剂的研发、生产、质量控制、技术改造和应用等方面的能力。 

毕业生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物理化学、药物化学、工业药剂学、药用高分子材料学、制剂设备与

车间工艺设计、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药

物制剂的研究、剂型设计与改进、药物制剂生产的工艺设计等方面基本技能； 

2.熟悉药事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了解现代药物制剂技术及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发展动态； 

3.熟悉国内外药品生产制造领域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标准； 

4.具有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以及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

询和综述的基本方法。 

 

主干学科：药学、化工 

 

核心课程：工业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药用高分子材料学、化

工原理、制药化工过程与设备、药物化学、药理学、药物分析、天然药物化学。 

 

专业特色：本专业建设所依托的药剂学科为江西省普通高校“十一五”“十

二五”“十三五”重点学科。2001年被批准为药剂学硕士点，2018 年我校本专

业在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排名第 1，2019年入选教育部“双万计划”为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本专业师资和办学条件优越。现有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 2个（中药固体制剂

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蒙药丸剂关键技术及工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国家企业重点实验室 1个（创新药物与高效节能降耗制药设备国家重点

实验室），以及 3个国际联合实验室。本专业依托药学院的雄厚师资和学校高水



平的实验实践及科学研究平台，具备了培养学生扎实的药物制剂理论知识、实践

能力和研究能力的优越办学资源和条件。 

本专业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实验仪器，开设了药剂学 QC开放实验室，面向全

体学生进行药物制剂的评价和质量控制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就业前景：本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够在药物制剂设计与制备、生产与应用等领

域，从事药物制剂的研发、生产、质量控制、技术改造和应用等方面工作。 

 

  



中药学 

专业名称：中药学 

 

报考科类：理科 

 

修业年限：4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具

备中医药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中医药思维和现代科学思维等方

面的知识和能力，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职业素质、创新创业意识和社会服务能

力，能够在中药研究开发、生产、检验、流通、使用、管理等领域，从事中药研

究开发、中药生产与鉴定、中药炮制与制剂、中药质量标准研究和质量控制、中

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中药管理及服务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中医药学及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

受中药学专业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中药研究开发、中药生产与鉴定、中药炮制

与制剂、中药质量标准研究和质量控制、中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中药管理及药

学服务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临床中药学、药用植物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中药化学、中药

鉴定学、中药药剂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制剂分析等学科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知识，掌握中药制备、质量控制、中药种植、中药质量评价等基本方法

和技术； 

2.具有中药制剂的初步设计能力、选择药物分析方法的基本能力、新药药

理实验与评价的基本能力； 

3.熟悉医药行业、药事管理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现代中药学

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发展动态和行业需求； 

4.具有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以及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掌握文献检索、资料

查询和综述的基本方法。 

 

主干学科：中药学、中医学、化学 

 

核心课程：中医学基础、临床中药学、方剂学、药用植物学、中药化学、中

药药剂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分析、药事管理学。 

 

专业特色：本专业为我校优势特色专业之一。历史底蕴深厚，始建于 1951

年卫生部批准建立的“两院、三系、两校”之一的江西药科学校。近年来发展迅

猛，2007 年获批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2008年获批江西省特色专业；2009



年全国首家通过中药学专业论证；2010年获批江西省高水平学科；2013年获批

博士学士授权一级学科；2014年获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7年中药学学科获

批江西省一流学科（优势学科）；2018年获批在江西省内一本批次招生，在江

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排名第一，且获批为江西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

年入选教育部“双万计划”，获批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1 年获批

江西省一流高峰优势学科。此外，中药学学科还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

药制剂、中药分析、中药炮制、中药化学、中药资源）、“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中药药剂专业委员会”会长单位。拥有国家和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及

省级精品课程、国家级优秀教材多门、全国优秀教师、井冈学者、赣鄱英才等荣

誉称号教师多人，国家和省级教学团队、国家和省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

级实验与实践教学平台数个。     

本专业重视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与企业共建“校-企基地班”，创新“科

研实践班”，构建“产学研结合培养中药创新人才新模式”的多维实践模式，成

效显著。成果载入教育部白皮书，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就业前景：本专业毕业生能够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疗卫生部门、药品及

相关功能食品制造企业、药品流通企业、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从事中药教育、研

究开发、生产、流通、质量控制及药学服务等方面技术与管理工作。 

 

  



中药制药 

专业名称：中药制药 

 

报考科类：理科 

 

修业年限：4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中药学基础理论和知识、中药药用物质制备、中

药炮制加工、中药制药、中药质量评价、中药制造装备与车间设计等相关领域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中药活性物质研究、中药制剂生产、

制剂工艺设计与产品研发、中药质量控制、中药药品生产工艺流程和工程设计的

基本能力，能够从事中药新药开发、中药生产、中药制剂工艺研究、中药生产工

艺流程和工程设计、中药质量管理等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化学、中药学、制药工程学三大知识模块相

关课程的理论体系，掌握中药研发、生产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具备从事

中药的制剂生产、工艺设计、产品研发、中药制造装备及车间维护与设计、质量

管理等工作的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中药药剂学、中药分析、制药工程、中药新药研发、药理学、中药

制药设备和车间设计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 

2. 具有中药药物制备、中药新药研发、中药质量评价、中药有效性与安全

性评价、中药生产工艺流程和工程设计等能力，具备对中药的新资源、新产品、

新工艺进行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初步能力； 

3.熟悉医药行业的发展方针、政策，掌握药事管理法律、法规和中药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GMP）； 

4.熟悉中药学类专业相关学科发展动态和前沿信息； 

5.具有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以及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6.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掌握文献检索、资料

查询和综述的基本方法。 

 

主干学科：中药学、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核心课程：化工原理、工程制图、中药化学、中药药剂学、中药制剂分析、

中药炮制学、中药鉴定学、中药制药分离技术、中药制药工艺学、中药制药设备

和车间设计等。 

 



专业特色：2018 在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排名第一，2019 年入选教育

部“双万计划”江西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1年入选教育部“双万计划”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四年制本科中药制药专业旨在培养中药及相关领域从事中药新药研发、中药

药物制备、中药新剂型与新辅料研究、中药制剂工艺与工程设计、中药药物生产

过程质量控制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人才。 

本专业以本校中药学与中医学省级一流学科为依托，以本校国家级、省级中

药制剂科研平台、教学平台以及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支撑，以“为国家战略改革

和发展服务，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为

宗旨，围绕国家“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突出我校“产、学、研、用”

结合特色，培养为中药制剂和制药装备行业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和升

级服务的创新型、科技型、综合型卓越新工科人才。2021年，本专业立足我校

中药学科优势，守持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三链”融合以及多主体共建共治

共享理念，专门成立了“现代中药制药产业学院”。教育理念先进、培养目标明

晰、学科构建合理、培养体系科学、课程优化完整、师资队伍雄厚、办学资源充

足。 

“中药制药学”为国家中管局重点学科，拥有相关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5 个，

其中包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2个（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

蒙药丸剂关键技术及工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企业重点实验室 1

个（创新药物与高效节能降耗制药设备国家重点实验室）。还与国外科研机构建

立了 3个国际联合实验室。 

 

就业前景：本专业毕业生能够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疗卫生部门、中药制

药企业、药品流通企业等单位从事中药新药研发、中药药物制备、中药新剂型与

新辅料研究、中药制剂工艺与工程设计、中药药物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和管理、中

药调剂等方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