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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博士，副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药化学&药物化学专业硕士生导师。2008年7月硕士毕业于中国医

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天然药物化学专业；2013年6月 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专业为合成药物化学； 2013 年 7

月-2016 年 2 月由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活性生物小分子的高效不对称合成，合作

导师为Dieter Enders教授(德国科学院院士)；2017 年 2 月-2018 年 2 月，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展基于活性及药物分子的烯烃官

能化研究。2017 年 3 月，作为海外引进人才入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回国以后作为项目主持

人，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1 项，中华中医药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1 项，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

科研项目 1 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启动基金1 项，参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创新工程与健康长寿重

大协同创新项目 1 项。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文 30 余篇。获得奖励包括：“洪堡学者”（2016年）、

Thieme Chemistry Journal Award（2019年）。

药物化学&合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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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回国以后作为项目主持人，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1 项，中华中医药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1 项，中央

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项目 1 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启动基金1 项，及其他地方项目3三

项，参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创新工程与健康长寿重大协同创新项目 1 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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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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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s. Chem., 2019, 2, 69 (Nature 系列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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