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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背景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是长江职业学院生物医药学院创办最早的专业之

一，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在专业建设过程中，积极践行“专业嵌入产业、

产业指导专业”的建设理念，拥有全省唯一的通过 GMP认证的“校中厂”

——湖北省益康制药厂，产学研优势明显，社会服务能力强，2016年获批

立项建设成为湖北省高职教育省级特色专业。

制药行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高，实行从业人员

准入制。制药类人才培养需要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理论教学与生产实际

紧密结合，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和综合素养。生物医药学院在四十多

年的办学过程中，政校行企合作紧密，拥有优势教学资源和先进实训基地，

在医药职业教育中处于领先水平，参与完成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医药

专业委员会的教育课题《药物制剂专业课程体系标准》，该课题成果已在

全国医药职业院校推广使用。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拥有高职 3年制、中高职衔接 5年制两种办学学制，

现有在校生人数 355 人。配备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双师型”校

级教学团队。拥有 2008 年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生物技术实训基地、2013

年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药品食品检测实训基地、2015年湖北省财政支持建

设的药物制剂实训基地、2018 年建成的虚拟仿真实训中心以及校内实训室

22个，长期合作的校外实训基地 15 个。在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建设中，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已被教育部认定为骨干专业、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生产型

实训基地被教育部认定为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实训基地。长江职业学院药品

生产技术专业已经成为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专业，对区域医药经济发展起着

重要作用。我校是湖北省制药行业人才培养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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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保障

（一）组织保障

1.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成立了以长江职业学院教学校长为组长的骨干专业建设领导小组，成

员包括特色专业建设可能会涉及到的学校各处负责人，对本项目建设实施

全面领导，负责解决职业教育骨干专业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负责项目

建设的组织、协调、管理工作。

2.项目建设专家小组

项目建设专家小组由对品牌特色专业建设有深入研究的各校专家教

师组成，负责对省内外职业教育品牌建设进行调研，为建设领导小组决策

提供指导性意见；负责对项目进行论证、对项目建设进行全程监督。

3.项目建设实施小组

由生物医药学院院长任组长，教学副院长及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团队成

员组成，全面落实领导小组的决定，按特色专业建设方案规定的进度和任

务有计划进行实施建设工作，把握工作进度，落实建设任务，按时保质完

成项目建设任务。

（二）政策保障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品牌专业

与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的通知》和《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项目管理

办法》的文件精神，结合长江职业学院制定的《长江职业学院“十二五”

改革与发展规划》、《长江职业学院重点专业建设办法》、《长江职业学院教

学建设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教师下企业锻炼管理办法》、《顶岗实习管理

办法》等制度，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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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保障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建设资金总额为 200 万，其中湖北省财政厅投入

100 万，学院自筹经费投入 100 万，资金足额按时到位。为确保药品生产

技术特色专业建设有稳定的经费保障，严格按照学校经费使用制度，加强

资金管理。对各项建设资金严格编制预算，构建符合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特

点的经费支出计划，建立健全制约机制，保证资金合理有效地利用，保障

项目正常进行、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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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情况

2016年 12月药品生产技术专业获批立项建设成为湖北省高职教

育省级特色专业，制定了项目建设方案，确定了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

总目标是：依托政校行企协同育人的优势，完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完善“产教协同、理实一体”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德技双

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使双师型教师比例达 95%；建设专业优质核心

课程；与 3～4 家企业建立深度的校企合作关系，积极开展订单培养；

开展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等社会服务项目。通过 2 年的努

力，将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建设成为政府主导、行业参与、企业融入、

学校联动四位一体、多方育人，能引领区域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特

色专业。

（一）项目建设内容完成情况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高等职业教育省级品牌专业与

特色专业建设的通知》（鄂教职成[2014] 8号）、《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

品牌和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鄂教职成[2015] 9号）、《省教育

厅关于开展职业教育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鄂教职成办[2016] 2

号）等文件的要求，进行了自查评审，本专业按照项目建设方案中的

建设内容及措施，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建设内容及验收要点（表 1）。

表 1 建设内容完成情况一览表

建设

内容

建设

措施
验收要点 完成情况

完成率

（%）

1.

人才

培养

模式

1.1

改革人

培模式

①调研，完成人才培养定

位分析及调研报告

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会

议

③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①《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需

求》调查问卷，完成了人才培养定

位分析报告

②召开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会议

③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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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④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报告 1份

④完成了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报告

1.2

深化校

企合作

①校企合作订单培养；与

企业协商制定学徒制试点

实施方案

②制定订单培养人才培养

方案及教学计划

①完成了武汉五景药业、武汉爱民

制药、九州通医药、葵花药业集团

校企合作协议

②完成了马应龙药业订单培养协议

及培养方案

③完成了九州通天润现代学徒制订

单培养协议及教学计划

100%

1.3

改革课

程体系

①制定药品生产技术专业

教学标准

②校企合作共同开发药物

制剂实训教材

①参与了药物制剂工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制定

②完成了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教学标

准

③完成了校企合作共同开发的《药

物制剂生产》实训教材、《药物制剂

检测》实训教材

100%

2.

教育

教学

模式

改革

2.1

深化教

学改革

①深化教师关于项目化教

学设计、信息化教学的培

训

②完成 3 门专业核心课的

项目化教学的课程设计

①教师培训达 30 人次

②完成了三门核心课程《药物制剂

技术》、《药物制剂生产工艺》、《药

事管理与法规》的项目化教学的课

程设计

100%

2.2

完善教

学评价

①教学评价文件资料

②学生、督导、教师评教

材料

③企业用人单位教学评价

问卷及整理

④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报告

①《长江职业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

价办法》

②评教材料

③《用人单位反馈意见调研问卷》

收到 13 份调研卷

④完成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报告

100%

2.3

加快教

学信息

化建设

①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核心

课的课件

②资料库的建设

③3-4 门数字化课程建设

①专业核心课、基础课均有课件，

实现多媒体教学

②网络教学资源库中视频 2711 个

③完成了《药物制剂技术》、《GMP

实施技术》、《药物化学》、《药学综

合知识与技能》等数字化课程建设

100%

3.

教师

评价

制度

改革

3.1

建立多

元评价

模式

①教师教学工作绩效多元

评价制度

②教师多元评价制度

③教师评价材料

①《生物医药学院教师个人量化考

核实施细则》

②《双师认定制度》

③教师年终考核

100%

3.2

建立双

师评价

体系

①教师实践教学材料

②教师顶岗实践

③教师参与校企合作项目

①指导学生顶岗实习

②教师顶岗实践达 20 人次

③教师参与企业员工培训

100%

3.3

建立兼

职教师

考核评

①兼职教师考核评价制度

②学生评教

③兼职教师考核

①《长江职业学院兼职、兼课教师

聘任管理办法》

②学生评教材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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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机制 ④教学检查 ③兼职教师考核记录

④教学检查记录

4.

实践

教育

体系

建设

4.1

完善实

践教学

体系

①学生实践学习

②学生技能大赛

③新增 2 个剂型的实习实

训项目

①学生实践学习记录

②学生技能大赛获奖证书

③增加了软膏剂、注射液、冻干针

的实训项目

100%

4.2

完善校

内外实

训基地

建设

①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②已有实训基地、实训室

运转记录

③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①“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项

目建设方案及实施计划

②仿真实训室建设

③实训室使用记录

④新增校外实训基地清单及协议书

100%

4.3

完善顶

岗实习

管理

①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制度

②学生顶岗实习

③指导教师实习管理

①《长江职业学院学生实习管理办

法》

②学生顶岗实习协议书

③教师实习指导记录

100%

5.

教育

质量

评价

改革

5.1

加强学

生职业

综合能

力评价

①学生“双证”率

②学生就业率

③学生技能比赛

④学生社会服务情况

⑤学生学习成绩

⑥教师评学评价

①暂停学生“双证”

②就业协议，就业率达 95%以上

③学生技能比赛记录

④学生社会服务记录

⑤学生学习成绩记录

⑥教师评学记录

100%

5.2

探索考

核方式

①学生平常表现记录

②学生实践学习记录

③学生考核记录

①学生平常表现记录表

②学生实践学习记录表

③学生考核记录

100%

5.3

建立毕

业生跟

踪评估

①企业调研

②企业对毕业生评价

③学生毕业一年、五年、

十年后就业、发展状况分

析、评估

①企业调研记录

②企业反馈调研表

③学生就业一年调研记录 100%

5.4

学生创

新创业

①学生创新项目

②学生创业项目

①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②学生兼职创业情况
100%

6.

加强

社会

服务

建设

6.1

加强人

才服务

①毕业生数量

②就业率

①15 级、16 级学生毕业

②就业率达 94.7%
100%

6.2

加强培

训服务

①每年培训人次

②培训服务企业数

①继续教育培训

②企业培训服务

③教育扶贫服务

100%

6.3

加强技

术服务

①合作项目

②转化成果

①参与湖北省益康制药厂 GMP 认证

②与云南技师学院共建共享资源库

建设，获得 9.8 万元报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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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资金执行情况

本项目省财政拨款专项建设资金 100 万，学校配套 100 万，资金

到账及时。本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级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以及《长江职业学院内涵建设专项经费管理规定》、《长江职业学

院内涵建设系列项目管理办法》、《长江职业学院内涵建设项目绩效评

价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要求，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支出管理，保证资

金有效利用，保障项目顺利进行。

项目建设资金主要用于教学实训条件改善、教学内容改革、教师

团队建设、学生素质培养等方面，其中专用设备购置 1,137,288.00

元，仿真软件购置 811,000.00 元，实习实训耗材费 83,320.60 元，

专家咨询费22,052.38元，教师培训差旅费39,485.16元、图书886.40

元、微课视频制作费 118,800.00 元、学生竞赛费用 14,061.50 元等。

具体明细见表 2。

表 2 药品生产技术省级特色专业建设资金使用情况统计表

序号 凭证时间 凭证号 科目名称 摘要 金额（元）

1 20160810 DFHT C2016-235 设备采购 专业教学仪器采购 948,000.00

2 20161101 长职招[2016]019 设备采购 实训车间净化工程 170,000.00

3 20170927 J00251 设备采购 搅拌机、灌装机 3,908.00

4 20170927 J00258 设备采购 购买医疗器械 8,692.00

5 20171204 J00076 设备采购 电子秤、空压机 6,688.00

小计 1,137,288.00

6 20170906 HBCZ

-1604263-171060

软件采购 药学类专业仿真软

件

369,000.00

7 20181023 HBCZ-1604263-181

492

软件采购 药学类专业仿真软

件

442,000.00

小计 811,000.00

8 20170622 J00247 图书资料 专业建设图书购买 886.40

小计 886.40

9 20170613 J00153 专家酬金 专家讲座费用 7,100.00

10 20170927 J00260 专家酬金 专家讲座费用 3,150.00

11 20171023 J00114 专家酬金 专家讲座费用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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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71219 J00436 专家酬金 专家讲座费用 9,502.38

小计 22,052.38

13 20170622 J00245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994.00

14 20170622 J00246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989.00

15 20170701 J00025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2,534.00

16 20170703 J00011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997.00

17 20170704 J00070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280.00

18 20170713 J00244 实训费 制作实验报告表 4,340.00

19 20170713 J00245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2,898.00

20 20170713 J00246 实训费 制作实训鉴定表 1,480.00

21 20170927 J00251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3,582.80

22 20171026 J00151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860.00

23 20171121 J00233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3,475.00

24 20171128 J00332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268.00

25 20171201 J00038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156.00

26 20171204 J00077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120.00

27 20171204 J00079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518.00

28 20171205 J00125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920.00

29 20171212 J00221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890.00

30 20171212 J00222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950.00

31 20171215 J00430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957.00

32 20171215 J00431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946.00

33 20171215 J00431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888.80

34 20171215 J00433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4,880.00

35 20171215 J00448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1,111.00

36 20180123 J00057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2,786.00

37 20180416 J00057 实训费 购买实训耗材 1,500.00

小计 83,320.60

38 20170526 J00151 学生竞赛 分析技能大赛软件

服务费

4,500.00

39 20171219 J00499 学生竞赛 技能大赛试题费 2,996.00

40 20171219 J00524 学生竞赛 学生竞赛费 960.00

41 20180123 J00053 学生竞赛 参加技能大赛费 5605.50

小计 14,061.50

42 20170703 J00010 印刷宣传 印刷宣传册 2,935.50

43 20170704 J00070 印刷宣传 社区服务宣传 2,212.00

44 20170713 J00246 印刷宣传 印刷实训室宣传 4,927.50

45 20171121 J00053 印刷宣传 印刷专业宣传 3,100.30

46 20171215 J00435 印刷宣传 活动宣传 4,976.00

小计 18,151.30

47 20171121 J00233 视频制作 视频制作费 1,600.00

48 20181220 鄂采计[2018]-21831 视频制作 课程微课视频制作 117,200.00

小计 11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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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180416 J00059 邮寄费 邮寄学生资料 200.00

50 20180611 J00094 邮寄费 邮寄调研问卷 79.00

小计 279.00

51 20170804 J00010 培训差旅 培训差旅费 6,582.00

52 20171019 J00100 培训差旅 参加教材编写会 2,293.00

53 20171114 J00140 培训差旅 参加中药学术年会 2,224.00

54 20171121 J00230 培训差旅 参加医药研究年会 2,130.00

55 20171123 J00234 培训差旅 参加医药信息会议 6,022.00

56 20171204 J00079 培训差旅 技能大赛培训会 4,110.66

57 20171219 J00498 培训差旅 教学设计研讨会 4,331.00

58 20171219 J00498 培训差旅 教学设计研讨会 2,320.00

59 20171219 J00516 培训差旅 职业教育论坛会 2,969.00

60 20180123 J00052 培训差旅 教材编写会 2,048.00

61 20180123 J00053 培训差旅 技能大赛培训会 1,543.50

62 20180611 J00094 培训差旅 骨干专业探讨会 2,912.00

小计 39,485.16

63 20180704 J00027 学术会费 职业技术学会年会 3,000.00

64 20180704 J00028 学术会费 医疗器械协会年会 3,000.00

小计 6,000.00

合计 2,251,324.34

四、项目建设内容

（一）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医药企业对药品生产技术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

不断修正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以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以职业技能培

养为重点内容，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1.与企业共同优化人培模式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教师先后走访了九州通医药集团、马应龙药业、

湖北诺克特药业、武汉药明康德、武汉爱民制药、武汉一元堂生物科

技、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武汉宏韧生物医药、武汉五景药业等医药

企业，对药品生产、质检、营销等多个环节和岗位群开展了广泛调研，

了解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以及毕业生的主要岗位分布状况，进一

步明确了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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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医药行业、服务社区、服务百姓为宗

旨，深入企业对人才需求、专业岗位知识与能力需求进行调研，根据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积极与药企合作，不断完善以“两

主体、五融合”为核心内涵的“产教协同、理实一体”的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模式，与企业共同制定专业课程标准、调整课程内容、强化技

能训练，充分体现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2.签订协议深化校企合作

特色专业建设期间，我院先后与 12 家药企签订了合作协议，校

企合作范围更一步加大，同时率先在湖北职业教育中推行了现代学徒

制，2017 年与九州天润中药集团签订了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协议，

与湖北省益康制药厂签订了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协议，2018 年与马

应龙药业签订了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协议，校企合作的深度也进一步

得到了加强。深化与国内医药行业企业深度合作，在顶岗实践教学合

作的基础上，加大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力度和广度，努力实施现代学

徒制订单培养，不断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课程模块，改进教学课程体系

和培养方法，根据企业需要有的放矢培养学生，实现学生获得的知识

技能与企业岗位需求无缝接轨。

3.完善课程体系

完成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需求调研报告，完善基于工作过

程的药品生产技术专业课程体系，首先从药品生产职业岗位分析入手，

通过对职业岗位群的工作职责、典型任务分析，确定岗位所需要的能

力培养模块，然后对应模块进行课程设置。课程的设置以职业能力培

养为目的，课程的内容设计以项目为单位、以任务引领学生学习药品

生产工作岗位和工作过程相应的专业知识。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始终

与药品生产实践相对应，使技术和专业理论不再抽象，在直接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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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过程中掌握药品生产中的最新知识和技能，培养真正符合企业需

求的人才。

图 1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立过程图

（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1.改革教学方法模式

以学生为主体，以药品生产任务为导向，坚持“教中做、做中学”

的教学方式，形成课堂与实训室为一体、“教、学、做”三位一体的

教学模式。对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实施项目化教学方法，通过

真实项目、真实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好奇心、探究欲，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

2.完善教学评价机制

建立教学质量监督、评比和反馈机制，从备课、上课、说课、听

课、评课这“五课”推进建立优质课堂，争取让学生满意。开展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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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教评学、学生评教、教师评学、教师互评、听课评课等活动，有效

地促进教风、学风建设，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3.加快教学信息化建设

制作课程资源库，增加视频、动画、微课、图片等信息化资源，

引导学生使用学习资源。在传统教学中，许多难以讲授的理论可通过

图片展示分解说明帮助学生理解；有些难以实际操作或无条件实际操

作的技能可通过视频展示进行教学；更有仿真教学软件更能带给学生

全新的虚拟参与学习方式。加快教学信息化建设，运用信息技术改善

传统教学，丰富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三）完善教师评价机制

1.建立教师多元评价模式

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教师的工作有利于师德师风的建设，有

利于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建立学生、同行、督导、专家、企业共

同参与的多元评价模式能全面地更好地评价教师的工作情况。

2.建设双师素质教师队伍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出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这个教育目标的达成要求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的教师必须既具有

扎实的理论知识，还得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培训学习顶岗锻炼

建设双师素质教师队伍是师资队伍建设的方向。

3.建立兼职教师绩效考核机制

聘请来自行业或企业的兼职教师一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扎实

的实践技能，可弥补专职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但兼职教师自身其它工作任务重、精力有限，还有时间的冲突问

题等，造成队伍流动性大、无归属感、工作积极性不高，因此建立兼

职教师绩效考核机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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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实践教学体系

1.完善实训基地建设

在学院的统筹规划下，充分利用好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支持的项

目资金，加快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依托湖北省益康制药厂，以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实训基地建设项目为纽带，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提

高专业教学设施设备条件。

2.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以专业技能培养为核心，整合利用校外医药企业实践教学资源，

提高校内实训设备条件，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增加实践

教学比重，优化实践教学内容，确保实践教学的可操作性，构建多方

位、阶梯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3.加强顶岗实习管理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顶岗实习是要求学生到医药企业或其他相关

企业部门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践学习，实际了解行业、企业的基本情况，

熟悉具体岗位的业务工作，为就业并尽快适应就业工作需要打下坚实

的基础，实现顶岗实习与就业直通。顶岗实习是高职“工学结合”办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体现，对实习学生进行签

到、写周志等有效管理，是顶岗实习顺利完成的保障。

（五）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加强学生综合能力评价

通过实施宣传各级奖学金评审细则，引导学生注重综合素质培养，

在学好专业知识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增强沟通、协调以

及解决问题等职业能力。

2.实施过程性综合性考核

在教学考核方式上，除了结果性考核，进一步推行过程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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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学生的参与，考核内容不仅关注知识、技能的考察，还要注重职

业素养的考核，不断完善综合性考核评价内容和方式。

3.建立毕业生调研评估机制

通过到学生就业企业走访调研、网络问卷、电话问询等方式，结

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对人才培养质量做出客观的评价；建立毕业生就

业跟踪调查评估机制，以毕业生的就业率、就业质量、用人单位满意

度、创新创业等职业能力指标综合评价人才培养质量，撰写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调研报告，及时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1.提供人才培养服务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四十多年来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制药人才，许

多已成为医药企业技术岗位的业务骨干，今后，更要服务区域经济发

展，对接武汉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培养更多制药类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2.提供教育培训服务

利用学校药品生产实训场地与设备，结合药品、食品、保健品从

业人员素质和技能要求实际，开展食品药品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上

岗考核以及技能鉴定等工作。积极参与到医药企业进行员工教育培训

工作，帮助企业提高员工专业素质。

3.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生物医药学院与校外实训基地（企业）、医药行业等的技术交流

和人才交流频繁，共同探讨现代职业教育模式，丰富专业内涵建设，

共同参与企业的技术革新、工艺改造以及新产品开发，充分发挥专业

与科研优势，为企业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服务。积极参与社区药学服

务，为老百姓提供健康保健方面的知识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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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成效

（一）形成“两主体、五融合”为特色的人培模式

生物医药学院具有深厚的医药行业背景，与众多药企联系紧密，

沟通顺畅，合作有深度。成立有企业专家为主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与学校教师共同制修定人才培养方案，形成了以“两主体、五融合”

为特色的“产教协同、理实一体”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1.建立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校企双方在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引领下，在优势互补、共同育人、

合作双赢的原则下签订合作协议；聘请企业专家作为学校客座教授，

为学生进行专业讲座或兼职上课；利用学校的人才优势，积极参与企

业的技术改进和技术创新；将企业真实案例引入学校，让学生提前熟

悉企业状况、企业环境以及企业文化，真正做到校企无缝对接。此外，

成立有校企专家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九州天润中

药产业集团企管总监李春光、马应龙药业生产部长覃正斌、武汉五景

药业总经理李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姜宏梁、中联大药房

总经理陈卓、华大基因武汉科技公司经理林佳、湖北省益康制药厂总

工夏鸿林、生物医药学院院长和副院长等，每年召开专业建设指导委

员会会议，共同探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2.形成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中心，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服务医药行

业、服务社区、服务百姓为宗旨，深入医药企业开展人才需求调研；

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积极与药企合作，共同制修定专业

课程标准、调整课程内容、强化技能训练，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形成以“两主体、五融合”为特色的“产教协同、理实一体”的工学

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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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主体、五融合”特色的“产教协同、理实一体”人培模式

两主体：即学校和企业两个主体，深度合作、共同育人。药品生

产技术专业所有的知识技能都离不开生产实际，必须充分发挥医药企

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尤其是依托马应龙药业集团、九州通医

药集团、武汉五景药业、武汉爱民制药等知名企业，开展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育人模式。

五融合：即课程内容与岗位技能融合、项目教学与实训任务融合、

课堂与车间融合、学校实验与企业研发融合、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

合。通过五融合的实践，大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3.构建职业能力培养课程体系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培

养为目标，由职业岗位典型任务确定学习模块及对应课程，强调专业

技能和综合能力培养，强调课程体系的职业性和开放性，以实用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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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构建了对接岗位、有职教特色的能力培养型课程体系（图 2）。

图 3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4.实施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

在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我院先后与九州天润中药集团、

湖北省益康制药厂、马应龙药业签订了现代学徒制合作协议，实施现

顶岗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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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学徒制订单培养。校企双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实施培养

人才，在学校教学过程中，企业定期派遣企业专家来校讲课，灌输企

业文化、企业管理以及企业要求；学生在企业顶岗实训时，由师傅一

对一指导，学校教师也参与管理，真正做到理实一体、工学结合，校

企无缝对接。

5.推进中高职衔接办学形式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办学层次多样，除了 3 年制普通高职外，还拥

有“3+2’中高职衔接办学形式，中高职衔接重点在课程衔接、教学

衔接和管理衔接等方面。通过调研，确定了中职和高职阶段的专业培

养目标，构建了具有分阶段目标的一体化的课程体系。除了做好课程

体系构建工作，为确保中高职的有效衔接，还加强了中职教学的过程

管理。在教学质量监控方面，中职阶段的各科考试都参照高职要求，

确保课程标准的统一与教学质量的提高。

（二）形成“教、学、做”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

在企业调研基础上，分析岗位需求、典型工作任务、应具备的核

心能力和职业素养等，形成“教、学、做”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图

4），完成以技能培养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

教

学

做

图 4 “教、学、做”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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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项目化教学方法

遵循药品生产技术专业职业能力的形成规律，以学生为主体，强

化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室与实训室互通，采取“教中做、做中学”

的方式，形成“教、学、做”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实施适应药品生

产技术专业的项目化教学方法（图 5），将大量真实项目、具体任务

与案例、真实情景、操作技巧等融入教学内容中，对接岗位生产实际

和技术前沿，增强学生的技能培养。

图 5 项目化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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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评价引导教学改革

建立有校、院、员“两级三层”的督导体系，督导制度有效地保

障了课堂秩序。校级督导积极参与院部的教学教研活动，院部级督导

充分发挥教学质量监控作用，教学信息员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

进教学督导工作标准化和体系化，严格教学常规管理，对教学过程的

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指导、咨询和服务，对督导工作数据进行分析和

总结，形成了具有校本特色的教学质量保障和评价体系。

每学期定期开展评教评学活动，评教评学制度有效地保障了教学

质量。评教包括学生评教和同行评教，学生评教主要是学生评价老师

上课纪律、教学准备、教学内容、知识面、板书、语速、教学方法等。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与授课教师接触最多，对课堂教学有最直接

的认识，以学生评价为主体的教学评价是教学质量保障的有效措施。

3.技能竞赛助力教学改革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师生非常重视技能竞赛，希望通过技能竞赛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团队意识，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表 3）。除参加国家级、省级、协会等举办的技能外，主要是

开展了学院内的技能比赛，如：化学杯比赛、生物检测技能比赛、药

品营销技能比赛、中药调剂技能比赛等。往后将更加积极备赛，努力

在相关的技能竞赛项目中获得好成绩，以赛促教。

表 3 技能竞赛获奖情况

序号 获奖作品名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授奖部门 获奖时间 指导老师

1 茶叶重金属检测
湖北省职业院校学生

技能大赛三等奖
湖北省教育厅 201711 李家庆、韩潇

2 茶叶重金属检测
湖北省职业院校学生

技能大赛三等奖
湖北省教育厅 201810 韩潇

3 味觉识别能力
湖北省高校大学生酒体

设计大赛一等奖

湖北省酒业学

会 201809 李元媛

4.信息教学加快教学改革

我校是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被推选为 2018 年教育部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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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资源中心，药

学相关视频 2711 个、课件 1309 个、微课 271 个；以“数字校园学习

平台”为支撑，建设课程资源库，丰富教学资源，本专业已建设上传

“数字校园学习平台”的课程 11门（表 4）；在微知库平台，参与了

教育部立项的药剂、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资源库项目中 5个子项目课

程的建设任务，均已制作完成上传平台并开始使用，学生使用量大。

在教学中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的教师比例达到 100%。

表 4 “数字校园学习平台”资源课程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资源形式 主要建设人员

1 药物制剂技术 专业教学资源库 鄢胜君及团队

2 GMP 实务 专业教学资源库 王堃及团队

3 药物化学 专业教学资源库 张立娟及团队

4 药事管理与法规 专业教学资源库 汪丽华及团队

5 微生物学 专业教学资源库 韩潇及团队

6 生物化学 专业教学资源库 李元媛及团队

7 中药学基础 专业教学资源库 冯利及团队

8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专业教学资源库 程似锦及团队

9 分析化学 专业教学资源库 夏俊梅及团队

10 医药市场营销实务 专业教学资源库 李晓英及团队

11 营养与疾病 专业教学资源库 李吉莹及团队

图 6 药剂、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资源库使用资源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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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成“双师型”教学师资团队

多元评价绩效考核制度的实施，引导教师综合发展，药品生产技

术专业建设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梯队合理、充满活力、专兼

结合的技能双师型教学团队。团队现有专兼职教师 46 人，校内专业

教师 32人，其中博士 2人、硕士 11人，楚天技能名师 4 名，执业药

师执业医师 12人，副高及以上职称人数 29 人。

1.为人师表建设清新师德师风

加强思政学习，筑梦新时代，实行教师课堂承诺制，强化师德师

风建设，以“忠诚、奉献、师表”为内容，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为途径，全力推进师德师风建设，促使广大教师自觉加强

师德修养，认真履行师德要求，崇师德、铸师魂、正师风，以渊博的

学识、精湛的技能和高尚的人格教育和影响学生，以良好的教风营建

良好的学风与和谐的校风。

2.实施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成绩显著

制定有体现现代职业教育特点的多元绩效考核制度，每位教师每

年必须保质保量完成额定的教学任务，此外，还得完成其他专业内涵

建设工作并实行量化考核，如专业建设项目、科研课题、发表论文、

编撰教材、教师教学竞赛、指导学生技能比赛、社团指导、社会服务、

招生宣传、参加教研活动等各有不同的分值。教师量化考核制度促进

老师积极参与专业内涵建设，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近 3 年教师第一作

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9篇（表 5），主持教科研项目 15 项（表 6），

主编或参编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8 本（表 7），发明实用型专利 4

项（表 8）。

表 5 2016-2018 公开发表论文一览表

序号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发表日期 作者 级别

1 UPLC-MS/MS 法同时定量分析 《药物分析杂 2018.7 夏鸿林 中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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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宫孕子胶囊中的 10 个成分 志》

2
心脉通软胶囊制备工艺及芦

丁含量测定方法的确立

《基因组学与

应用生物学》
2017.12 夏鸿林 中文核心

3

二氢吡啶酮类组蛋白去乙酰

化酶抑制剂的设计、合成及抗

肿瘤活性

《药学学报》 2016.11 李家庆 中文核心

4
大孔吸附树脂纯化决明子总

蒽醌工艺
《中成药》 2018.10 鄢胜君 中文核心

5
莫西沙星及其杂质的合成研

究进展
《化学通报》 2018.5 王堃 中文核心

6

静脉滴注万古霉素致中国人

群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的系

统评价

《中国药房》 2018.7 毛婷 中文核心

7
中国成人患者抗生素相关腹

泻危险因素的 Meta 分析
《中国药房》 2018.10 毛婷 中文核心

8 中药硫黄熏蒸历史研究 《中成药》 2018.9 毛婷 中文核心

9

甘草黄酮类化合物对 CDKI 的

抑制活性及体内外抗肝癌活

性

《中国药科大

学学报》
2018.1 张敏 中文核心

10 中药黄芪的名实考证
《中国实验方

剂学杂志》
2018.4 辜萍萍 中文核心

11 草木犀药材的生药学研究 《中国药房》 2017.12 朱忠华 中文核心

12
中药名与其基源植物中文名

称及学名的分析整理

《中国实验方

剂学杂志》
2017.7 朱忠华 中文核心

13 中药莪术的名实与读音考证 《中药材》 2017.9 朱忠华 中文核心

14
基于中国药典中药品种变化

的研究
《中药材》 2017.1 朱忠华 中文核心

15 小窃衣的形态与显微鉴别 《中药材》 2016.12 朱忠华 中文核心

16
大吴风草的性状及显微鉴别

研究

《时珍国医国

药》
2016.11 朱忠华 中文核心

17
虞美人根茎叶的性状及显微

鉴别研究

《时珍国医国

药》
2016.10 朱忠华 中文核心

18
碰碰香的性状及显微鉴别研

究

《时珍国医国

药》
2016.8 朱忠华 中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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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药名与其基源植物的中名

及拉丁学名混淆现象的探究

《时珍国医国

药》
2016.3 朱忠华 中文核心

表 6 2016-2018 教科研课题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来源 经费/万 负责人

1 高职院校医药类专业虚拟仿真实训

教学模式的研究
湖北省教育厅 0.5 李元媛

2 基于拓扑异构酶Ⅱ和组蛋白去乙酰

化酶双靶点的抗肝癌药物的设计、

合成及生物活性研究

湖北省教育厅 0.5 韩潇

3 高职中药专业数字化优质教育资源

共建共享研究

湖北省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
0.5 朱忠华

4 医药行业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方评价

体系建设研究
湖北省教育厅 0.5 辜萍萍

5 数字化资源在项目教学中的运用实

践研究——以高职药品生物检定技

术课程为例

湖北技能型人才

培养研究中心
0.5 韩潇

6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的生物医药职业

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对接研究

湖北技能型人才

培养研究中心
0.5 李德武

7 将传统中医药文化融入技能型人才

培养过程的应用与研究

湖北技能型人才

培养研究中心
0.5 冯利

8 高职中药鉴定技术教学资源库建设

与应用研究

湖北技能型人才

培养研究中心
0.3 任德全

9 药品经营管理专业立体化教学资源

库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湖北技能型人才

培养研究中心
0.3 汪丽华

10 关于医药行业工匠技能型人才短缺

原因及适应性教学的探讨性研究

湖北技能型人才

培养研究中心
0.3 毛婷

11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中药学专

业教学标准的探索研究

湖北技能型人才

培养研究中心
0.3 李吉莹

12 课岗证赛互融视域下《中药学》课

程内容重构研究

湖北技能型人才

培养研究中心
0.3 张 敏

13 高职药学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

与实践

湖北技能型人才

培养研究中心
0.3 朱忠华

14 湖北省职业教育技能名师工作室 湖北省教育厅 10 李慧

15 药剂、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 教育部 90 汪丽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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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建设 邓瑜、丁汀、

鄢胜君、王堃

表 7 2016-2018 参与国家规划教材一览表

序号 教材名称 教材类型 出版时间 负责人

1 《药物制剂技术》 “十二五”规划教材 201606
缪立德（主编）

鄢胜君（参编）

2 《药物分析技术》 “十二五”规划教材 201609 李家庆（主编）

3 《中医药基础》 “十二五”规划教材 201609
朱忠华（主编）

冯利、任德全

4 《医药市场营销技术》 “十二五”规划教材 201608 汪丽华（参编）

5 《药事管理与法规》 “十二五”规划教材 201608
杨汉祥（主编）

汪丽华（参编）

6 《生物分离与纯化》 “十二五”规划教材 201706 韩潇（参编）

7 《药理学》 “十三五”规划教材 201803 程似锦（参编）

8 《实用药物学基础》 “十三五”规划教材 201812 张立娟（参编）

表 8 实用型专利一览表

专利名称 专利号 发明人 授权日期

一种药品自动制粒机 ZL201720942523.7 王堃 201802

一种新型药品数片器 ZL201720942524.1 王堃 201803

电子商务物流商品储存输送处理系统 ZL201621222659.2 丁汀 201711

一种带有降温装置的电泳仪 ZL201720914185.6 韩潇 201802

3.名师引领学习锻炼造就双师队伍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带头人夏鸿林老师是湖北省益康制药厂总工，

楚天技能名师，湖北省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委员，在行业内有一定

的影响力，他主持研究的琥乙红霉素口腔崩解片曾获得 2009 年湖北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琥乙红霉素口腔崩解片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推广

获得 2016 年湖北省成果推广二等奖。

为提高教师的现代职业教育水平以及信息化教学水平，提升实践

教学能力，学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培训学习以及企业顶岗学习。近三

年，选派了 4 名青年教师参加国培学习，1名教师到国内知名高校访

学，1 名教师参加国外培训，先后参加其他国内培训学习的达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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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上（表 9），大大提升了教师的教科研水平。依托合作企业，完

成教师下企业锻炼经历，有 30 人次教师在寒暑假进行了企业实践学

习锻炼（表 10）。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学习锻炼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

专业技能水平，实现了双师素质教学团队的建设。

表 9 教师培训学习一览表

序号 培训名称 地点 主办单位 参加人员 时间

1 2016 年骨干教师国家级

企业顶岗培训
重庆

重庆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张立娟

程似锦

2016.7-

2016.8

2 2017 年骨干教师国家级

企业顶岗培训
武汉 同济医科大学

梁碧涛

王胜红

2017.7-

2017.8

3 高职名校访学 广州 广东食品药品职

业学院

曾娅莉 2017.3-

2017.5

4 德国双元制职业培训 多特蒙

德

德国高等职业教

育学院

鄢胜君 2018.10.15-

2018.10.29

5 互联网+精品在线课程

设计培训
广州

全国高职高专师

资培训办公室

鄢胜君

王堃

2016.11.25-

2016.11.27

6 微课、慕课、优课视频

制作从入门到精通
上海

中国现代教育协

会

程似锦

冯利

2017.3.24-2

017.3.26

7 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药学

类食品药品类专业教育

教学改革经验交流培训

楚雄
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王堃

丁汀

2017.4.13-2

017.4.16

8 全国职业教育药剂、药

品经营与管理专业教学

资源库建设项目培训

上海

食品药品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

鄢胜君

汪丽华

2017.4.14-2

017.4.16

9 全国职业院校课堂设计

与说课专业活动解析演

练专题培训

武汉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

王堃

张立娟

2017.5.24-2

017.5.25

10 职业教育课堂教学设计

与教学技能开发实战训

练培训

郑州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

张立娟

张敏

2017.6.16-2

017.6.19

11 全国医药院校药学类专

业师资培训会议
贵阳

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王堃

丁汀

2017.7.16-2

017.7.20

12

职业教育药剂、药品经

营与管理专业教学资源

库建设培训会议

上海

职业教育药剂、药

品经营与管理专

业教学资源库项

目组

汪丽华

邓瑜

丁汀

王堃

2017.8.18-2

017.8.20

全国高职高专临床医学 长沙 中国医药科技出 程似锦 2017.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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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专业、护理类专业“十

三五”规划教材编写会

议暨师资培训

版社 017.9.25

14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大

赛解析及翻转课堂微课

教学设计开发应用培训

重庆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

张立娟

张敏

2017.10.13-

2017.10.16

15 职业标准工委会第二批

项目评审培训
南昌

全国食品药品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

鄢胜君

王堃

2018.12.21-

2018.12.24

表 10 教师顶岗锻炼一览表

序号 参与人员 时间 顶岗锻炼单位

1 王晓洁、夏俊梅、冯利 2015.7.3-2015.8.30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2

鄢胜君、王晓洁、曾娅

莉、汪丽华、李慧、任

德全

2016.4.5-2016.8.30 湖北省益康制药厂

3 程似锦、张立娟 2016.7.3-2016.8.30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王堃、程似锦、张立娟 2017.7.24-2017.8.23 马应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毛婷 2017.7.28-2017.8.28 武汉药谷科技有限公司

6 李慧 2017.7.15-2017.8.30 武汉宏韧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7 王堃 2018.7.16-2018.8.26 湖北康欣农用药业有限公司

8 李吉莹、丁汀 2018.7.20-2018.8.25 武汉药谷科技有限公司

9 李慧、韩潇、李元媛 2018.7.16-2018.9.4 湖北九华食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 邓瑜、王胜红 2019.1.19-2019.2.20 武汉江汉医疗制药设备有限公司

11 辜萍萍、程似锦、张立

娟

2019.1.19-2019.2.20 武汉三九物流有限公司

12 李慧、韩潇、李元媛 2019.1.19-2019.2.20 武汉爱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聘请兼职教师完善教师队伍结构

根据需要聘请企业专家、技术人员、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按

照兼职教师管理制度进行绩效考核评价，发展外聘专家队伍。近三年，

先后聘请了马应龙药业、九州通医药、武汉五景药业、武汉宏韧生物

科技等 16名药企技术专家担任我院外聘教师，定期来学院开展讲座、

学术交流等活动，与专任教师共同开发课程、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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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教师的企业实践经验和市场前沿讯息有利地弥补了学校教师的

不足，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完善了教师队伍结构。

（四）构成“渐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逐年充实校内实训基地的设施设备，大力推进虚拟仿真实训室建

设；增加校外实训基地个数，加大校企合作力度；依托校内校外实训

基地，建成了通识能力、专业通用能力、专业特殊能力培养为主线的

“渐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1.完成生产型实训基地建设

通过了 GMP 认证的“校中厂”-----湖北省益康制药厂，与生物

医药学院共同承担了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建设药品生产技术专业

生产型实训基地，已获得教育部认定。湖北省益康制药厂是生产经营

功能与实训教学功能相结合的校办企业，获得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颁发的 GMP 证书。目前可生产片剂、胶囊剂、颗粒剂三个剂型

多个品种（如阿昔洛韦片、利巴韦林含片、琥乙红霉素口腔崩解片、

硝苯地平缓释片、加替沙星胶囊、盐酸伐昔洛韦片等）。湖北省益康

制药厂包括有六大实训模块，即药品洁净区生产实训模块、保健品生

产实训模块、外包实训模块、中药提取实训模块、药品检测实训模块、

药品仓储实训模块。药品生产洁净区可分别在制粒岗、压片岗、包衣

岗、胶囊灌装岗、颗粒分装岗、铝塑包装岗、塑瓶包装岗等实训学习。

湖北省益康制药厂既为学校学生提供生产岗位实训，又为学校教师提

供实践和科研平台，同时实现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目标，是生物医药

学院独特的教学资源，充分体现了“校中有厂、厂中有学”的实训基

地特色。

2.增加校外实训基地数量

按照职业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要求，融入行业要素、职业要素、

http://www.yaopinnet.com/huayao/hy23949.htm
http://www.yaopinnet.com/huayao/hy31087.htm
http://www.yaopinnet.com/huayao/hy6398t.htm
http://www.yaopinnet.com/huayao/hy6662p.htm
http://www.yaopinnet.com/huayao/hy3794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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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要素，以校企合作方式，推进校外实训基地建设，为学生顶岗实

习与就业提供有利条件，也为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创造便利条件。

特色专业建设期间，增加的主要校外实训基地有九州通医药、马应龙

药业、武汉五景药业、武汉爱民制药、武汉宏韧生物医药、湖北久华

食安生物科技、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武汉华大基因科技、葵花药业

等知名药企。

3.虚实结合实训形式多种多样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拥有 2008 年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生物技术实

训基地、2013 年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药品食品检测实训基地、2016

年省财政支持建设的制剂生产模拟实训基地、2018 年建成的虚拟仿

真实验室（目前已有仪器分析测定、片剂生产、胶囊剂生产、针剂生

产、生物制药、药品经营等虚拟仿真实训项目）。此外还有药物制剂

实训室、药物分析实训室、生物测定实训室、微生物实训室、中药调

剂实训室等，实训室总面积达 3000 平方米，实训室内设备较完善，

运行良好，利用率高（表 11）。

表 11 主要实训室使用情况一览表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 实训项目数
使用频次（次*2 学时/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药物制剂 天平、水浴锅等 15 个 26 49 52

制剂生产 压片机、包衣机等 10 个 0 16 30

药物分析
高效液相色谱仪、

紫外分光光度仪等
15 个 48 82 103

微生物 显微镜、培养箱等 20 个 84 93 101

生物测定 无菌台、灭菌柜等 18 个 16 40 69

虚拟仿真 电脑、仿真软件 5个 0 0 64

4.形成“渐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依托实训室（小试）、制剂生产模拟实训室（中试）、湖北省益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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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厂以及校外药企（大生产）这三级实践实训基地，理论教学与实

践教学穿插进行，尤其在第三、四、五学期的校内短期实训和实验，

分布在理论教学之间，让学生边学边做，理论学习指导实操，实操中

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学习，真正采用“教既做，学亦做”的实践教学

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制药实用技能（表 12）。不同学期、不同阶段

进行不同的实践内容，逐步形成通识能力、专业通用能力与专业专项

能力为主线的“渐进式”实践教学体系（图 7）。

表 12 学生实践学习一览表

序号 实践类型 实践内容 指导者 地点 安排时间

1 专业认知实践 参观药厂 学院教师 校内外药厂 第 1 学期

2 基本技能训练 课程内操作技能训练 学院教师 校内实验室 1-4 学期

3 专业技能实训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进

行药品模拟生产实训
学院教师 校内实训室 3、4学期

4 岗位技能培训 药品生产岗位操作训练
学院教师

企业人员

校内实训室

“校中厂”
第 5 学期

5 顶岗实习 熟练药品生产岗位技能
企业人员

学院教师

校外实训基

地
5、6学期

图 7 “渐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5.多方参与实施顶岗实习管理

通识能力

专业通用能力

专业专项能力

第五、六学期

校中厂、顶岗实习

第三、四学期

模拟、仿真实训

第一、二学期

理实一体课程实训
渐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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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学生顶岗实习期间，成立有学院院长、书记、学生科长、辅

导员、专业指导老师组成的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小组，对学生进行实训

前动员教育，强化学生安全意识、纪律意识；签订顶岗实习协议，明

确学校、企业、学生各方职责、权利和义务；通过蘑菇丁平台，实施

学生日常管理，关注学生顶岗实习中思想动态和纪律表现，及时沟通

疏导；不定期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巡查，关心学生，与企业进行沟通

交流，提升合作效果；指导学生完成顶岗实习报告，实习企业和学院

共同对学生顶岗实习进行成绩评定。

（五）形成人培质量综合素质评价机制

引入学生创新创业、就业率、用人单位满意度等指标，综合考核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对人才培养进行客观评价，促进教育教学管理的

科学化和规范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形成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导向

人才培养质量综合素质评价主要表现在奖学金评审制度上，奖学

金评定细则是学生努力的导向，长江职业学院自 2013 年开始实施国

家奖学金评定学生答辩制度，全校学生、老师可现场观摩，一改过去

仅以成绩论英雄的做法，采用综合素质评定，要求学生既实干又会展

示，让真正优秀者脱颖而出。完善学生奖学金评审制度，通过实施各

级奖学金评审，引导学生注重综合素质培养，在学好专业知识外，积

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增强沟通、协调以及解决问题能力。

2.建立毕业生就业跟踪评估机制

学生毕业后进入不同单位，如果能够很快学以致用，立足岗位，

胜任岗位，获得工作单位的赞赏，这将是学校的一张名片。为全面、

准确地了解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发展情况，以及就业企业对人才培养质

量的评价，通过教师到企业调研、网络问卷调查、电话访问、学生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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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座谈等方式，对毕业生就业情况、职业发展、创新创业、对母校评

价与建议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需求情况等

信息进行收集、分析、总结，完成人才培养质量的报告。

在长期的用人反馈中，企业对我院人才培养质量整体是肯定且积

极的，在每年的学生就业招聘会上，来校招聘企业数量多，且均为社

会美誉度高的武汉企业，学生就业率达到 89.5%以上，学生满意度达

90%以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达 90%以上。

3.形成学生创新创业良好氛围

以老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创新为核心、育人为目的的创业

平台，强调培养学生创业意识，构建创业所需知识结构，鼓励学生参

加各种科技创新活动或竞赛，并为学生创业提供服务。每年举办“中

医药文化节”，成立化妆品 DIY 协会、中药养生、食品微世界、植物

世界等有专业特色的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专业特色活动，学生

自制口红、护手霜、养生茶、月饼、酸奶、甜饼，到大自然中去寻找

植物等，把课堂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强化专业技能，体现专业特

色，开阔学生创新创业视野，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教师根据专业特长设计自主教学项目，如李晓峰老师的葡萄酒的

配方开发、李元媛老师的酸奶发酵的开发研究、韩潇老师的虾壳素的

测定研究、王堃老师的 DIY 手工皂开发研究等，旨在培养学生专业知

识的迁移和创新能力，为学生创新创业打基础。同学们积极参加各类

创新创业大赛也取得不俗成绩（表 13）。

表 13 创新创业竞赛获奖

序号
获奖作品

或赛项名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授奖部门

获奖

时间

主要完成人

（署名排序）

1
农产品中农药残

留快速检测

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

创业大赛一等奖
共青团中央 201808

徐伶俐、陈俊等

指导老师：李元媛

2 药农帮
“挑战杯—彩虹人生”

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
团省委 201806

郑思思、吴琴、董万

指导老师：李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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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大赛湖北省竞赛三

等奖

3 专属芳疗

创青春2018年湖北省大

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

竞赛铜奖

团省委 201805 指导教师：王堃、丁汀

4

拾取芬芳，疗你

身心-为你定制

专属香氛

第四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

奖

省教育厅 201809 指导教师：王堃、丁汀

（六）建成服务区域经济服务社会途径

学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服务湖北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教学与服务并举，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通过人才培育、继

续教育、技术培训、技术支持等形式，为企业社会服务，为区域经济

服务。

1.人才培养服务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四十年来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制药类人才，许

多已成为医药企业技术骨干，在湖北，哪里有医药企业，哪里就有我

院毕业生。我院是九州通医药集团、葵花（隆中）药业、武汉五景药

业、马应龙药业、武汉爱民制药等多家药企的授牌人才培养基地，每

年为企业提供上百名制药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继续教育服务

我院与中国药科大学于 1990 年建立了长期的教育教学合作关系，

以医药类在职从业人员的学历能力提升为宗旨，以我院专任教师为主

要教学师资，面向湖北站学员通过函授和面授结合方式进行继续教育

教学服务。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分别为 324 名、126 名、168

名学员提供了继续教育教学服务。

3.技术培训服务

我院积极响应湖北省教育厅“万名干部进万企，创优服务稳增长”

活动，利用人才资源优势，帮扶湖北诺克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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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新进员工进行岗前培训。为湖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培训服务达

280 人次（表 14）。

表 14 技术培训服务

技术培训服务对象 人数 技术培训内容

2016 年湖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电子商务创业培训班 160 医药物流电子商务

2016 年湖北省诺克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进员工 40 岗前培训

2017“三区”科技人才培训 80 中药材加工技术

4.技术支持服务

2016 年 5位专业教师参与了湖北省益康制药厂的 GMP 认证工作，

为湖北省益康制药厂顺利通过 GMP 认证提供了技术支持服务；2017

年有 4 名专业教师向云南职教集团云南技师学院提供了横向技术服

务，共建共享了《药物制剂工艺》资源库建设，获得 9.8 万元服务资

金。

5.社区宣传服务

为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助推健康湖北建设，生

物医药学院发挥师资和专业优势，开展以“服务进社区、健康进万家”

为主题的社区宣传服务，我院师生定点服务于洪山区狮子山街道狮南

社区和书城路社区。具有药学、医学专业的双师型教师通过饮食和用

药安全知识讲座、慢性病治疗与防治、健康养生咨询等形式，把科学

的生活方式、合理的用药知识带进社区，为社区居民健康服务。

6.专业评估服务

2018 年 5月 11 日，我院李晓峰老师受湖北省卫计委委托，到十

堰市医药卫生学校对该校增设制药技术和中药专业进行现场评估，通

过现场考察、教师座谈等形式，开展了很好的专业评估指导服务。

7.教育扶贫服务

专业教师韩潇于2017年10月赴十堰郧西县上津镇石庙村进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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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科技教育扶贫工作，在教育扶贫过程中，不惧艰苦，走访群众，为

贫困地区人民送去了知识和温暖。

六、专业特色与成果推广

（一）校企合作，共同育人，凸显 “五融合”人培模式内涵

依托马应龙药业集团、九州通医药集团、武汉五景药业、武汉爱

民制药等上市公司、知名药企，开展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两主体育

人模式，校企互为人才培养基地和实践教学基地。更有现代学徒制订

单培养形式，企业介入学校教育，提前将企业文化、岗位需求等融入

学校培养，如九州通医药的进校参与育人（图 8），马应龙药业的培

养计划（图 9），凸显课程内容与岗位技能、项目教学与实训任务、

课堂与车间、学校实验与企业研发、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相融合的人

培内涵，真正实现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工学结合特色。

图 8 九州通医药集团共同育人的参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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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马应龙药业共同育人的参与计划

（二）创新发展，项目建设，建成“校中厂”生产实训基地

湖北省益康制药厂是长江职业学院的校办企业，获得有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 GMP 证书，是生产经营功能与实训教学功能

相结合的“校中厂”。湖北省益康制药厂与生物医药学院共同承担了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共建共享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生产型实训基地，

在校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的建设，一个具有“产业契合度

高、校企合作紧密、教学资源丰富、管理机制完善、实训指导教师水

平高、社会服务能力强”等优点的生产型实习实训基地顺利建成，现

已获得教育部认定。

（三）自定时间，自选岗位，实施“个体化”实践教学模式

湖北省益康制药厂为我校的“校中厂”，是本专业特有的理实一

体化教学实践基地，共有二十个生产、检验、仓储岗位，采用“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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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自选岗位”的“个体化”实践学习方式，给学生充分的自主选

择，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效果很好。

“自定时间”即学生根据自己的课外时间确定在益康药厂的实践

学习时间。

“自选岗位”即学生可以在益康药厂提供的二十个岗位中任意选

择岗位进行实践学习。

学生从第二学年开始，可以根据自己的课余时间，以半天为单位，

向药厂申请在每周的某个半天在某个岗位进行实践学习，在该岗位学

习至少 5 次后需经指导师傅考核，考核合格，则该岗位实践学习通过，

学生需要至少通过 3 个岗位的实践学习，方可获得制剂生产实训的学

分。“自定时间，自选岗位”体现了“个体化”实践教学模式。

（四）示范同行，辐射企业，展示“行业型”示范引领作用

以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为核心专业的长江职业学院生物医药学院

在医药行业耕耘四十多年，与行业联系紧密，2017 年 1月成为全国

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委员会校企合作促进委员会主任单位并召开

成立大会，全国有 38家医药院校及企业参与，与会者近百人；2018

年 11 月主持召开全国药品流通行业与高技能人才培养产教对话论坛；

2018 年 6 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医药专业委员会换届改选大会暨

医药创新论坛在广州召开，我校当选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医药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2018 年 10 月，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

生学校校长覃太敏一行到我校考察交流，副校长蔡传德带领覃校长一

行实地考察了我校集产学研训一体的校办企业湖北省益康制药厂。药

品生产技术专业生产型实训基地湖北省益康制药厂，每年除了完成生

产任务和生物医药学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学生的实训任务外，还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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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每年约 200 人一个月的

生产实训。

七、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1+X”证书制度需要加快试点探索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指

出要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借鉴国际职业教育

培训普遍做法，制订工作方案和具体管理办法，启动 1+X 证书制度试

点工作。目前，我们还停留在学习领会职教 20 条的阶段，还没有启

动试点实施，进度有些滞后，今后需要提升对发展方向的敏感度、探

索精神的积极性，加快试点探索 1+X 证书制度，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

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含金量。

（二）“学分银行”建设需要加快推进实施

建立职业教育个人学习账号，建设实现学习成果可追溯、可查询、

可转换的学分银行。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

可相互认定、积累和转换，还可以互相免修免试部分内容，使学历证

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都能体现其价值。目前，我们已实现了学分制，

学生修完规定的学分可获得毕业证，但还没有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

训挂钩，学分银行还没有建立，需要加大学分银行的系统软件及硬件

的支持投入，加快制定学分银行的成果认定、积累和转化制度，保障

学分银行的顺利运行，减少重复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