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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1.经费到帐与使用情况：

学校配套建设经费 5万元，实际到帐经费 5万元，资金到帐率 100%；现已

支出费用 5万元，支出率 100%。资金和项目管理规范，符合有关财经法律法规

及高等学校财务、会计制度等要求。

2.任务完成情况：

项目任务书建设任务有 7 个子项目，20 个验收点，已按计划要求完成全部

建设任务，完成率 100%。

3.项目建设情况

本项目于 2009 年通过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精品课程验收，2015 年 2 月获批为

2014 年度省高职教育精品开放课程建设项目(粤教高函【2015】24 号)，2019 年

获评为清远职业技术学院“优秀网络课程”，2021 年 10 月获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示范建设项目立项。2019 年 5 月，由于项目经费支出率没有达到要求，

未能通过省级结题验收而延期。

4.项目应用情况

本课程已被超星集团公司收录为优质课程示范教学包，并通过学银在线向全

国免费开放，共开课七期。课程网站累计阅读次数 385.9 万次，选课学校 6所

（省内、省外各 3所）、开课班级 39 个，选课人数 2800 多人，师生互动 8300

多人次。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和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的药学专业学生已利用本课程网

站开展线下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5. 主要建设成果

已建成课程网站 1个，教学资源包 1个，试题库和作业库各 1个；立项校级

课程思政示范建设项目 1项；校级精品开放课程结题 1门、立项在建 2门；校级

教改课题立项 2项；主编教材 2部、发表科研及教改论文 29 篇（第一作者）；

已授权发明专利 3个、实用新型专利 6个、已受理发明专利 6项，新晋升职称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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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
1

应完成要点数

（个）
已完成要点数（个）

完

成

率

（%

）

7 7
100

%

主要建设任务2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任务

（分条列举）

尚
未
完
成
的
建
设
任
务
（
分
条
列
举）

1.学习网站构

建：

①建设课程学

习网站

②课程资源制

作与上传

③网站资源满

足学生自主学

习需求

课程网站设计合理，结构清晰完整，教学资源丰富，满

足线下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或自主学习的需求，已

被超星集团公司收录为优质课程示范教学包，已通过学

银在线向全国免费开放选课。

①已完成课程网站 1 个：网站设计合理，结构清晰

完整，教学资源完整、丰富，运行顺畅，能实现“能学、

辅 教 ” 功 能 。 网 址 ：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0825446；

课程进行了“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化”教学设计，

“基于职业能力分析的能力本位系统化”课程重构，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进行课程思政探索等教学改革，

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有机融合、基本技能训练与综合

能力培养相映衬，思政元素贯通于整个教学过程，润物

细无声。

②课程网站资源系统完善、丰富多样：包括课程标

准 1 份、原创电子教材 1本（分设于每个学习单元），

原创电子实训指导 1 本、课程目标与重难点及思维导学

图 13 个、原创微课视频 42 个，视频时长约 720 分钟、

实操示范视频 31 个，时长约 260 分钟、电子课件 42 份、

章节测试 24 份，共计 600 多题，习题总数 1600 多题,

无

1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2 主要建设任务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申报、立项、管理、验收等文件要求，结合项目申报书（含申请书、

任务书等，下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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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总数 2100 多题,实操试题库 15 套，教学资源丰富，

考核评价体系完整，自主学习和互动交流功能齐全。

③网站资源满足学生自主学习需求：本课程已被超星集

团公司收录为优质课程示范教学包，已通过学银在线向

全国免费开放选课，开课七期、课程网站累计阅读次数

360 多万次，选课学校 6 所（省内 3 所、省外 3 年）、

开课班级 39 个，累计选课人数 2800 多人，师生累计互

动次数 8200 多人次，

2.校内外实践

教学条件：

①校内实验实

训基地及相关

仪器设备的品

种及数量满足

教学需要

②仿真生物安

全洁净室建成

并投入使用，符

合食品药品行

业微生物实验

室的建设标准

③校外实训实

习基地数量满

足实践教学需

要

校内外实践教学条件好，满足本课程的实训实习等实践

教学环节的需求

①校内常规实验实训条件：本项目建设有校内实训室共

8 间（微生物实验室 3 间、仿真生物洁净室 1 间、灭菌

室 1 间、微生物培养室 1间、显微镜室 2间），校内实

训室配备了一大批微生物检验设备，如双人单面生物安

全柜、超净工作台、智能无菌集菌仪、全封闭智能匀浆

仪、超低温冰箱、高压蒸汽灭菌器、生化培养箱、电热

恒温干燥箱、组织培养架、电热恒温培养箱等，设备的

品种及数量满足校内实践教学需求；

②校内生产性综合实训基地：我校已建成的与本课程实

践教学相关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共 3个：药物制剂实训基

地、生物技术实训基地、生物制药技术生产性实训基地；

仿真生物洁净室的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建设要求参照

了标准药品微生物检验室的建设标准，教学过程可以体

验真实的工作场景；我院制药工程中心(中药材深加工)

认定为 2017 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称号；我院

“清远市中草药种植与开发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清

远市科学技术局认定为 2017 年度清远市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其中的“药物制剂生产性实训基地”满足本课

程微生物控制技术模块的实践教学需求；

③校外实训基地：与本课程相关有校外实习实训教学基

地 30 多个，包涵药品生产、药品质量控制等岗位群，满

足学生校外实践教学要求。

无

3.课程团队建

设：

①主持人具有

双师素质；

②课程团队双

师结构、专兼比

例合适；

③课程团队教

师通过校级项

目教学能力测

评，教学效果

课程团队整体素质高、双师结构和专兼比例合适、服务

能力强：

①项目主持人：项目主持人傅文红，微生物学副教授，

从事微生物相关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27 年，现为清远市第

八届政协委员，清远市质量管理专家，清远市食品安全

专家委员会委员，省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师，食品安全

专家委员会委员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专家组成

员、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校督导专组家成员；

历年曾赴广东省食品药品检测所、清远市疾病控制中心、

清远市食品药品检测所、嘉博制药有限公司、清远玛芝

莲食品有限公司顶岗实践，深入企业调研、深度分析岗

位职业能力，提高微生物综合分析与检验的实践指导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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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至少有一项

教学改革成果

力；通过学校项目化教学能力测评，2018 年学校认定为

校内“双师型教师”，分别获学课比赛 1 等奖、3 等奖

各 1项；

②课程建设团队双师结构、专兼比例合适：本课程团队

成员共 15 人，校内教师 10 人，9 位校内教师认定为校

内双师型教师，校外专家型兼职教师 4 人，双师教师占

比 90%（校内），专兼比例 11：4，其中有企业微生物检

验相关工作经历 12 人（93%），新晋升正高职称 1 人、

副高职称 1人。

专家型兼职教师 4 人，其中曾小平（主任药师，清

远市食品检验中心主任兼清远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副所

长）、黄劲松（制药高级工程师，清远华能制药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生产质量授权人）、唐阳刚（微生物学

硕士，制药高级工程师，丽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三位行业企业专家是我院的外聘教师，参

与职业能力分析会，承担了校内校外实训教学，参与了

课程建设，在职业能力分析、课程内容选取和课程设计

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林丽英（国家药典

委委员，高级工程师，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微生物检

验室主任）是微生物检验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教材编

写和审核，为课程建设技术指导。

③课程建设团队：

校内教师均通过校级项目化教学能力测评；

傅文红主持的《药品微生物检验技术》课程思政改

革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获得清远职业技术学院首批校级

课程思政示范建设项目立项；

连晓蔚主持的校级精品课程《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

已通过结题验收，刘元江教师主持精品课程《药事管理

与法规》获校级立项，邓雪萍主持精品课程《药店经营

管理实用技术》获校级立项；邓雪萍、梁延省分别主持

校级教改课题 1 项；傅文红主编教材 2 部；课程组成员

发表科研和教改论文 29 篇、已授权发明专利 3项、实用

新型专利 6项，已受理发明专利 6项。

④其他成果：

傅文红校级专业教师工作室、陈金辉院级教学名师

工作室成立；陈金辉博士受聘为广东容大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产品技术顾问及广东新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质

量与安全顾问；陈绍初高级工程师受聘为广东蓝宝制药

有限公司研发部药品质量检测技术顾问和清远华能制药

有限公司研发部技术顾问；陈清乐、陈金辉、刘元江受

聘为广东省企业科技特派员和农村科技特派员；本课程

团队全程参与建设的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省级重点专业建

设项目获得验收通过；由陈金辉主持、本课程团队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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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建设的省级药品生产技术高水平专业群获得立项；

4.课程教学资

源：

①课程标准 1

份

②微课视频 10

个

③电子教材 1

本

④电子课件 34

份

⑤图片 80 张

⑥试题库 500

题、⑦技能考核

试题库 12 套；

课程教学资源系统完整、丰富多样、涵盖了课程主要内

容、并体现了先进性、适用性和易用性

课程经过“基于工作过程项目化”教学设计、“基

于岗位职业能力分析的能力本位过程导向的系统化”课

程重构，“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探索创新课程

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等教学改革。教学模式不断创新，

教学资源逐步完善。

主要教学资源包括：

①课程介绍、课程标准各 1份；思维导学图 13 份、

学习目标与重难点 13 份

②原创微课视频 42 个（约 720 分钟），实操示范视

频 31 个（约 280 分钟）

③原创电子教材 1本（65 个知识点）、原创实训指

导 1本

④原创电子课件 42 份

⑤原创图片 150 多幅

⑥习题总数 1600 多题,试题总数 2100 多题

⑦实操试题库 15 套

章节测试 24 份，共计 600 多题

教学资源丰富，考核评价体系完整，自主学习和互

动交流功能齐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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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拓展课程教

学资源：

提供拓展课程

教学资源

拓展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学生拓宽专业视野、延伸学习

范围，查询专业文献等需求，符合终生学习理念，拓展

资源主要内容包括：

①增加拓展学习教学单元－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共设

13 个项目、每个项目包含国标、电子课件、微课视频、

参考资源等教学资源，方便有需求的学生自主学习；

②提供国家标准等文献资料供学习查阅学习，如《中国

药典》微生物检验相关内容，GBT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

沉降菌、浮游菌、悬浮粒的测试方法、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等文献资料；

③增加课程思政教育素材，如增加微生物发展简史、微

生物名人故事集；国内外重大药害事件报导等；

④提供课外学习网站，方便学生查阅学习，激发学习兴

趣:

中 科 院 微 生 物 研 究 所 科 普 网

http://www.im.cas.cn/kxcb/shzdwsw/

中国科技博览微生物馆

http://www.kepu.net.cn/gb/lives/microbe/microbe_

environment/index.html

生物谷 http://www.bioon.com/

无

6.在线自测与

考试系统

①学生能运用

在线自测与考

试系统平台进

行自测与考试；

②更新与完善

测验题或考试

题的题库，题目

难易程度及覆

盖面广,题量逐

步增加。

习题库、试题库资源丰富，已覆盖所有学习单元，在线自测与考

试系统资源丰富、运行顺畅：

①课程网站依托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课程网站建设与维

护，在线自测与考试系统平台功能完善、运行顺畅；目前利用课

程网站已有单元测验 24份，累计发布课外作业 100多次，发布

期末无纸化考核 10多次，课程考核已完全实现无纸化。

②每年定期更新与完善习题库和试题库：原有习题总数 500多题,
试题总数 600多题。现建有章节测试 24份，共计 600多题，习

题总数 1600多题,试题总数 2100多题,试题覆盖了所有的学习单

元，期终测试题库 10多套，实操试题库 15套，教学资源丰富，

考核评价体系完整，自主学习和互动交流功能齐全。

无

http://www.im.cas.cn/kxcb/shzdwsw/
http://www.kepu.net.cn/gb/lives/microbe/microbe_environment/index.html
http://www.kepu.net.cn/gb/lives/microbe/microbe_environment/index.html
http://www.bi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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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主学习与

交流系统

①师生能运用

学习与交流系

统进行交流，讨

论与答疑解惑。

自主学习与交流系统建设完善，运行良好，教学资源

丰富，涵盖面广，满足线下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或自主学习的需求：

①采用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学习网站，在线自

测与考试系统已经完善，学生可通过课程网站的电脑

端及手机端进行预习、学习、自测、作业、考试等学

习任务，教师可布置作业，检查学习情况、组卷考试、

课堂考勤等教学活动；师生通过“主题讨论”“讨论”

“通知”及手机端学习通 APP 的“消息”等功能栏目

进行交流、讨论与答疑解惑。课程通知还可关联学生

微信和手机短信进行交流；

②本课程已被超星集团公司收录为优质课程示范教学

包，已通过学银在线向全国免费开放选课，共开放 7

个期次。课程网站累计阅读次数 360 多万次，累计选

课学校 6 所，累计选课班级 40 多个，累计选课人数

2800 多人，师生累计互动次数 8200 多人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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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举措和

建设目标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经落实的

建设举措和已经实现的目标（分条列举）

尚未实

施的举

措和未

完成目

标（分

条列

举）

1 总体目标：

建设目标：

①建成“能学、辅教”的省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服务

于制药技术类专业群，

②辐射带动食品专业群《食

品微生物检验技术》课程的

建设

建设举措：

①深入开展校企合作，校企

共建课程；

②传帮带，引导教师共同提

高与进步

已实现的目标：

①已完成课程网站建设 1 个，网站设计合

理，结构清晰完整，教学资源完整、丰富，

运行顺畅，能实现“能学、辅教”功能；

②课题组成员建设精品课程 3 门：连晓蔚

主持的校级精品课程《食品微生物检验技

术》已通过结题验收，刘元江主持的精品

课程《药事管理与法规》、邓雪萍主持精

品课程《药店经营管理实用技术》获校级

立项，在建中。

③本课程已被超星集团公司收录为优质课

程示范教学包，已通过学银在线向全国免

费开放选课，共开放 7个期次。国内已有

6 所院校运用本课程开展教学，岭南职业

技术学院、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加入

了本课程的学习。

已落实的举措：

①校企合作，校企共建：

深入企业开展调研 5 次；召开职业能

力分析会 2 次（邀请校行企专家采用头脑

风暴的方式，共同分析企业的岗位职业能

力需求，确定专业及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

学内容）；挖掘企业元素，共同分析制药

企业药物微生物检验的的典型工作任务和

典型工作过程，并设计学习过程工作过程

一致的教学项目和学习情境；校企共同完

成项目化课程设计一份，编制课程标准 1

份；校企共编教材：与广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所的林丽英主任共同编写教材 1 本；陈

金辉、陈绍初分别被企业聘请为产品质量

与安全及生产技术顾问；

②传帮带：课题组开展了集体备课和专业

研讨等教研活动，在课程建设中得到通过

传帮带作用，教学教改能力全面提升，2

人晋升职称，开发精品课程 3 门，教改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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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3个。

2.建设专兼结合教学团队：

建设目标：

①课程负责人具有双师素

质

②建设专兼结合的“双师

型”课程开发团队：双师结

构、专兼教师比例、知识结

构合理。

③课题组成员均通过项目

化教学职教能力测评，教学

效果好；团队中至少有一项

教学改革成果。

建设举措：

①参加顶岗实践锻炼；

②参加专业技术培养进修，

提高专业水平；

③参加教育技术培训与进

修，提高教育教改能力

⑤组织课程团队成员进行

集体备课和专业研讨，共同

提高教学水平。

已实现的目标：

①课程负责人傅文红，微生物学副教授，

从事微生物相关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27 年，

通过学校项目化教学能力测评，2018 年学

校认定为校内“双师型教师”；主编教材

2 部；主持的《药品微生物检验技术》课

程思政改革项目获得校级立项；

②课程建设团队双师结构、专兼比例合适：

本课程团队成员共 15 人，校内教师 10 人，

9 位校内教师认定为校内双师型教师，校

外专家型兼职教师4人，双师教师占比90%

（校内），专兼比例 11：4，其中有企业

微生物检验相关工作经历 12 人（93%），

新晋升正高职称 1人、副高职称 1人。

③课程建设团队能力提升：校内教师均通

过校级项目化教学能力测评，课程思政改

革项目 1 项，校级精品课程 2 门，教改课

题一项，傅文红红主编教材 2 部，受聘为

企业技术顾问 2 人，省企业科技特派员和

农村科技特派员 3人，参与省级重点专业

建设项目 1 项，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1 项；

发表论文 8 篇、获批的国家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多项。

已落实的建设举措：

①参加企业顶岗实践共 6人，共计 326 天；

②参加专业技术培养进修 8人，26 批次，

傅文红、邓雪萍、陈清乐参加了 2015 年的

中国微生物学会学度学术交流会，提高专

业水平；

③参加教育技术培训与进修7人，22批次，

提高教育教改能力

⑤组织课程团队成员进行集体备课和专业

研讨，共同提高教学水平。

无

3.完善校内外实践教学条

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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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标

①校内实验实训基地及相

关食品设备的品种及数量

满足教学需要

②校内综合实训基地符合

校内实践教学要求

③校外实训实习基地数量

满足实践教学需要

建设举措：

①逐年增加实践教学经费

投入，建设校内实验实训基

地、添补仪器设备，逐步完

善校内外实践教学条件。

②建设仿真实训基地

已实现的目标：

①本课程校内实训室共 8 间（微生物实验

室 3 间、仿真生物洁净室 1 间、灭菌室 1

间、微生物培养室 1间、显微镜室 2间），

校内实训室配备了一大批微生物检验设

备，如双人单面生物安全柜、超净工作台、

智能无菌集菌仪、全封闭智能匀浆仪、超

低温冰箱、高压蒸汽灭菌器、生化培养箱、

电热恒温干燥箱、组织培养架、电热恒温

培养箱等，设备的品种及数量满足校内实

践教学需求；

②我校已建成的与本课程实践教学相关的

生产性实训基地共 3 个：药物制剂实训基

地、生物技术实训基地、生物制药技术生

产性实训基地；

③仿真生物洁净室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

用，建设要求参照了标准药品微生物检验

室的建设标准，教学过程可以体验真实的

工作场景，开展体验试教学；

④我院制药工程中心(中药材深加工)认定

为 2017 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称

号；我院“清远市中草药种植与开发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清远市科学技术局认

定为 2017 年度清远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其中的“药物制剂生产性实训基地”

满足本课程微生物控制技术模块的实践教

学需求；

⑤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已有的校外实习实训

教学基地 30 多个，与本课程实践教学相关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8 个，满足学生校外实

践教学要求。

已落实的建设举措：

①微生物校内实验实训室增补了一批仪器

设备：如双人单面生物安全柜 1台、智能

无菌集菌仪 2台、全封闭智能匀浆仪 2台、

超低温冰箱 1 台、高压蒸汽灭菌器 2 台、

生化培养箱 2个；

②如投入 10 万元，建设了仿真生物洁净室

并已投入使用；我院制药工程中心(中药材

深加工)认定为 2017 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称号；我院“清远市中草药种植

与开发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清远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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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局认定为 2017 年度清远市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 其中的“药物制剂生产性

实训基地”满足本课程微生物控制技术模

块的实践教学需求；

4.教学资源

建设目标：

①各类教学资源库的编写

完成并上传至课程网站；

②教学资源满足学生在线

学习需要

建设举措：

①教学资源的持续更新与

完善

已实现的目标：

①教学资源的持续更新与完善：

原有课程资源：课程标准 1 份、原创

电子教材 1 本，微课视频 8 个，视频时长

约 160 分钟、实操示范视频 10 个，时长约

100 分钟、电子课件 20 份、习题总数 500

多题,试题总数 600 多题,实操试题库 15

套，有考核评价体系，有自主学习和互动

交流功能。

现有课程网站资源系统完善、丰富多

样：包括课程标准 1 份、原创电子教材 1

本（分设于每个学习单元），思维导学图

13 个、原创微课视频 42 个，视频时长约

720 分钟、实操示范视频 31 个，时长约 280

分钟、电子课件 42 份、章节测试 24 份，

共计 600 多题，习题总数 1600 多题,试题

总数 2100 多题,实操试题库 15 套，教学资

源丰富，考核评价体系完整，自主学习和

互动交流功能齐全。

②课程建设内涵符合行业企业岗位职业能

力培养的需求，教学资源系统完整、丰富

多样、涵盖了课程主要内容、并体现了先

进性、适用性和易用性；能实现“能学、

辅教”功能。

已落实的建设举措：

①教学资源的持续更新与完善：原有的微

课视频重新进行拍摄和制作，更新了全部

视频，新增加微课视频 34 个，时长增加

560 多分钟，提升了技能操作视频的质量

和数量，补充和完善习题库 1100 多题，试

题库 1500 多题，增设思维导学图、章节测

验、知识拓展等栏目。

②拓展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学生拓宽专业

视野、延伸学习范围，查询专业文献等需

求，符合终生学习理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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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线自测与考试系统

建设目标：

①网络教学平台具有在线

自测与考试功能；

②完成至少含 500 道测验

题或考试题的题库编写；

③学生能运用在线自测与

考试系统进行自测与考试。

建设举措：

完成在线测试题库的建设

及自主学习平台的建设，实

现人机自主测试

已实现的建设目标：

①习题库、试题库资源丰富，已覆盖所有

学习单元，在线自测与考试系统资源丰富、

依托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课程网站

建设与维护，在线自测与考试系统平台功

能完善、运行顺畅；

②目前已完成建设的习题总数 1600 多题，

试题总数 2100 多题，课外作业库 30 多份，

期终测试题库 10 套，实操试题库 15 套。

试题覆盖了所有的学习单元；

③目前利用课程网站已有单元测验 24 份，

累计发布课外作业 100 多次，发布期终无

纸化考核 10 多次，课程考核已完全实现无

纸化。

已落实的举措：

依托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课程网站

建设与维护，在线自测与考试系统平台功

能完善、运行顺畅，能实现人机自主测试。

6.自主学习平台

建设目标：

师生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可

自主完成在线学习与交流，

讨论及答疑解惑。

建设举措：

完善自主学习平台建设，增

设网上论坛、网上答疑栏

目，提高网站利用率。

已实现的建设目标：

①自主学习与交流系统建设完善，运行良

好，教学资源丰富，涵盖面广，满足线下

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或自主学习的需

求，目前师生累计互动次数 8000 多次，网

站累计阅读次数 345 万次

②学生可通过课程网站的电脑端及手机端

进行预习、学习、自测、作业、考试等学

习任务，教师可布置作业，检查学习情况、

组卷考试、课堂考勤等教学活动；师生通

过“主题讨论”“讨论”“通知”及手机

端学习通 APP 的“消息”等功能栏目进行

交流、讨论与答疑解惑。课程通知还可关

联学生微信和手机短信进行交流；

已落实的建设举措：

已搭建完善的自主学习平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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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
3

预期成果（分条

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的建设成果

（分条列举）

尚未完

成的预

期成果

（分条

列举）

1 建成精品开放课

程学习网站 1 个

①已完成学习网站的建设，通过学银在线向全国

免费开放，由超星集团收录为“优质课程示范教学

包”

②网站累计阅读次数 360 多万次，开课学校 6 所

（省内 4所、省外 2所）、选课人数 2800 多人，师

生互动次数 8300 多次。

无

2.建成课程教学资

源库 1 个

①课程介绍、课程标准各 1份；思维导学图 13

份、学习目标与重难点 13 份

②原创微课视频 42 个（约 720 分钟），实操示

范视频 31 个（约 280 分钟）

③原创电子教材 1本、原创实训指导 1本

④原创电子课件 42 份

⑤原创图片 150 多幅

⑥习题总数 1600 多题,试题总数 2100 多题

⑦实操试题库 15 套

⑧章节测试 24 份，共计 600 多题

无

3.建成在线自测与

考试资源库 1 个

①在线自测与考试系统平台功能完善、运行顺

畅

②建成在线自测与考试资源库 1 个，包涵习题

总数 1600 多题，试题总数 2100 多题，期末考试题

库 10 多套，实操考核试题库 15 套，章节测验 24 份

（约 600 多题），作业库 30 多个，试题覆盖了所有

的学习单元。学生可能自主选题检测学习效果

③发布课堂章节测验24份，课外作业200多次，

发布期末无纸化考核 10 多次，课程考核已完全实现

无纸化

无

4.课题组取得的主

要业绩 佐证材料

（至少 1 项教改项

目）

①校级课程思政示范建设项目 1项（傅文红）；

②校级精品课程结题 1 门（连晓蔚），在建 2

门（邓雪萍、刘元江）；校级教改课题 2 项（邓雪

萍、梁延省）；

③主编教材 2部；

④发表科研与教改论文 29 篇；

⑤已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 6 项；已受

理发明专利 6项

⑥1人晋升职称研究员、1人晋升副教授、1 人

无

3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第 14 页 共 23 页

获省及市高层次人才荣誉

省重点专业结题 1 项、省高水平专业群立项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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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项目主要成果 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3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

3.1 建成精品开放课程学习网站 1 个

3.1.1 课程网站建设及应用情况 佐证材料

3.1.2 收录为优质课程示范教学包荣誉证书 1份

3.2 建成课程教学资源库 1个

3.2.1 已建成的课程教学资源统计表及佐证材料

3.3 建成在线自测与考试资源库 1 个

3.3.1 在线自测与考试系统情况 佐证材料

3.4 课题组取得的主要业绩 佐证材料

3.4.1 课程思政示范建设项目立项公示（傅文红 1项）

3.4.2
2014-2022 年度课程组教改和精品课程 成果佐证材料（教改项目 2项，精品

课程 3门）

3.4.3 课程组主编教材佐证材料（2本）

3.4.4
2014-2022 年课程组成员公开发表的教改和科研论文一览表及佐证材料（29

篇）

3.4.5
已授权专利情况一览表及佐证材料（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 6项）；已受

理发明专利情况一览表及佐证材料（发明专利 6项）

3.4.6 2 人晋升职称、1人获省市高层次人才荣誉

3.4.7 省重点专业结题 1项、省高水平专业群立项 1项

3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

3.1 建成精品开放课程学习网站 1 个

3.1.1 课程网站建设及应用情况 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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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建设水平

（包括：项目建设质量、成果应用情况、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等）

1 项目建设质量

1.1 课程整体设计合理、课程教学资源丰富，完全具备“能学辅教”功能。

根据岗位职业能力需求，结合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和行业标准，将教学内容进

行模块化和项目化设计，教学资源按知识体系进行归类，以颗粒化形式呈现（每

个学习单元均含微课视频或技能实操示范视频、电子课件、电子教材、章节测验

或实验报告、行业标准等教学资源），为制药专业群的校内外学生（含在读学生、

实习学生及历界已毕业的学生）的学习提供便利。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丰富，能满足学生全程学习和延伸拓展学习的需要，实现

课前预习（含教学目标、重难点、思维导学图、电子教材、电子课件等资源）、

课中学习（电子课件、微课视 频、实操示范视频、辅学视频、电子教案、活动

库、讨论主题等）、课后复习（章节测验、参考资料、拓展资源、习题库、试题

库、作业库等资源）等教学活动。同时通过本课程的“手机 APP 学习通”为在校

学生和企业员工的搭起了交流与沟通的桥梁，方便在校学生了解企业情况和职业

要求，也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平台。

1.2 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相贯通，思政元素贯通于整个教学过程，教书育人，

润物细无声

在课程建设过程及教学实施过程，坚持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程体系中，

把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相贯通，教书育人，润物细无声。药品的质量关系人的生

命安全，确保药品质量安全，是制药人最基本的职业底线，在教学中应培养学生

坚持生命至上、质量第一的观点，树立“以人民生命健康为中心”的理念。以马

克思主义哲学科学辩证法培育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全面观，系统地分析影响药品

质量的风险因素，全面控制药品质量；以对立与统一的观点，正确认识药品的两

面性（治病与致病），充分认识药物存在的不良反应，防止药物滥用，保证药品

质量与安全，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培养爱岗敬业精神，培养诚实守信、遵纪守

法的职业道德：热爱制药事业和药品检验工作，科学严谨，精益求精，不断提高

检测能力；在药品分析与检验工作中务必求真务实、坚持原则，保证检验结果精

确可信；增强法治观念，自觉遵守制度，有法必依，严格执行法定的药品标准，

严格执行检验规程。

1.3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学校及企业共同参与的“双主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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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情境，实施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模式，在

老师引导下，学生利用课前、课后进行在线预习、复习和拓展延伸学习，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实践教学充分利用企业资源和网络课程视频资源，采用“基本技能训练+

综合能力训练+校内综合实训+校外顶岗实训”的模式，既强化学生的基本技能，

使其掌握规范正确的微生物操作方法，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又提高学生的综合

检验能力，培养学生独立设计实验方案及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体现课程的

实践性与开放性，基本实现教学与生产的无缝接合。

1.4 深入开展校企合作，校企共建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产教深度融合

本课题组与清远地区的制药相关单位建立了长期的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如丽

珠集团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蓝宝制药有限公司、广东华能制药有限公

司，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广东省药品检验所、清远市药品检验所等。从以下

几方面开展校企合作：

以就业为导向，参照企业、行业标准，邀请企业一线技术骨干参与，按照职

业岗位技能需求进行课程标准的制定与课程开发；召开职业能力分析会，由制药

行业企业专家及一线技术骨干共同组成，采用头脑风暴的方式，共同分析企业的

岗位职业能力需求，确定专业及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共同梳理制药企业

药物微生物检验的的典型工作任务和典型工作过程，并设计学习过程工作过程一

致的教学项目和学习情境；共同编写符合企业人员培训及学校教学的教材和讲

义；共同参与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企业行业专家为我院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提出了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由企业专家共同参与，完成了微生物实训基地的规划与设计；

共同参与校内校外综合实训项目的教学指导。

采用“微生物基本技能训练+综合能力训练+校内综合实训+校外顶岗实训”，

“课内能力训练+课外自主提高”的模式，该模式实现了教学与工作的无缝接合，

既强化学生的基本技能，使其掌握规范正确的微生物操作方法，养成良好的操作

习惯，又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培养学生独立设计实验方案及解决企业实际

问题的能力，体现课程的实践性与开放性。

1.5 以现代学徒制理论为引领，以岗位职业能力分析为主体，以岗位典型工

作任务为依据，基于工作过程的能力本位的项目化教学改革与实践

通过广泛调研，根据职业能力培养的实际需求，我们对课程进行了重新改造

与定位，将制药企业各岗位中与微生物相关的职业能力进行整合，将传统的《微

生物学》课程改名为《药物微生物应用技术》，现更名为《药品微生物检验技术》，

主要定位的就业岗位为：发酵工程部及质量控制部生产或检验用菌种培育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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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质量保证部生产环节微生物监控岗位，质量控制部药品质量分析与检测岗

位。将实际工作岗位的典型工作内容与教学内容结合起来，将典型的工作过程按

照学生的学习认识规律，设计为学习过程，将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有机地结合起

来，教学内容贴近实际工作任务，学习过程贴近工作过程，采用体验式教学方法，

让学生在做中完成学习任务，体现 “工学结合”和“一体化”教学思路。

2 成果应用情况

2.1 课程教学资源丰富，实现“能学辅教”功能。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丰富，为制药专业群的校内外学生（含在读学生、实习学

生及历界已毕业的学生）的学习提供便利，满足学生全程学习和延伸拓展学习的

需要，达到课前预习（含教学目标、重难点、思维导学图、电子教材、电子课件

等资源）、课中学习（电子课件、微课视 频、实操示范视频、辅学视频、电子

教案、活动库、讨论主题等）、课后复习（章节测验、参考资料、拓展资源、习

题库、试题库、作业库等资源）三步走等教学活动要求。同时通过本课程的“手

机 APP 学习通”为在校学生和企业员工的搭起了交流与沟通的桥梁，方便在校学

生了解企业情况和职业要求，也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平台。

2.2 课程网站建设完善、运行良好，校内使用频次高

我校药品生产技术专业、药学专业、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已连续八年使用本

课程网站进行线下教学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取行非常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涉及

39 个班级，累计选课人数 2891 人，累计互动 8327 次,累计页面浏览次数 385.9

万次。护理专业、助产专业、食品生物技术专业、食品营养与安全专业等专业也

使用本课程的网站资源进行辅教和辅学活动。丰富的拓展学习资源也为学生延伸

和拓展学习提供了便利。

2.3 课程服务于制药技术类专业群，辐射带动食品专业群课程建设

经过几年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建设，本课程在课程定位、能力本位项目化

教学改革、教学内容与工作内容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校企深度融合共同参与课

程建设、教学资源等方面的建设都有较好的成效，提升了教学团队的整体素质，

改善了专业综合实训条件，带动了食品药品专业群《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发

酵技术》《药店经营与管理》《GMP 实务》《药事管理》等相关课程的建设。

项目组成员已结题的精品开放课程 1门（连晓蔚主持的《食品微生物检验技

术》已通过校级精品开放课程结题验收），已立项的在建精品开放课程 2门（刘

元江教师主持精品开放课程《药事管理与法规》、邓雪萍主持的精品开放课程《药

店经营管理实用技术》获校级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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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省内外的示范和推广情况

本课程通过学银在线向全国免费开放，课程已连续开课 7个学期，选课学校

6所（省内 4所、省外 2所）、选课班级 30 多个，课程网站累计阅读次数 388.5

多万次，选课人数 2800 多人，师生互动次数 8300 多次。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和济

宁职业技术学院的药学专业学生已利用本课程网站开展线下及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

由超星集团收录为“优质课程示范教学包”，目前有 4所学校、6位教师引

用了课程示范包教学资源。省内外制药企业有部分员工也加入了本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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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后续建设规划（限 500 字以内）

（可以填写后续建设设想或应用推广计划等）

1.完善课程教学建设资源，力争申报国家精品课程

在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和指导下，录制具有企业要素的高质量的全课程

视频教学录像，为广大师生和企业员工自主学习提供帮助和指导。

不断完善和丰富教学资源，完善课程学习网站的建设，及时更新新知识新技

能，不断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

不断更新和完善习题库和试题库，做到随学随测及集中测试相结合，理论测

试与实操考核相结合，在线完成平时测试和学期考试，集中完成实操考核。

增加参与课程学习答疑教师的数量，采用激励机制吸引课程组成员参与师生

互动、答疑环节，为广大师生和企业员工自主学习提供必要的帮助、指导和答疑。

2.加快完成成果转化，力争 2023 年编写新形态教材 1本

进一步更新和完善课程教学建设资源，将建设成果以新形态教材形式呈现。

打破传统教材的局限、将课程标准、电子教材、电子课件、微课视频、实操示范

视频、作业集、习题集、试题集、活动库等教学资源以教材形式呈现。

3.辐射带动本学院食品药品专业群相关课程的开发与建设

指导项目组成员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专业群《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发酵

技术》《药店经营与管理》《GMP 实务》《药事管理》等相关课程的建设。争取

建成 2-3 门校级精品开放课，争取申报 1-2 门省级或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4.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做好清远地区及周边地区食品药品企业员工的培训与学习交流工作，着手筹

划“食品药品企业生产过程微生物污染来源与防控措施”“食品药品微生物检验

技术培训”“食品药品企业微生物基本技能培训”等培训与学习交流活动。

5.扩大项目影响范围，提升课程影响力和受益面

加强网站建设的宣传和成果展示力度，拓展课程学习网站在省内外高校及医

药企业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提升课程质量和影响力，使覆盖面更广，收益群体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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