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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适用于 2019 级）

【专业名称】 中药制药技术

【专业代码】 590208

【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

【办学层次】 高职

【学 制】 基本学制 3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

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培养适应中医药产业发展需要，能够在中

药饮片加工、中药生产、中药质量控制、药品销售等专业领域从事饮片加工、中

药制药、中药检验及中药销售等工作；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实践和分析

与解决问题能力及良好的沟通与团队协作、爱岗敬业等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创新

创业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职业面向

表 1 中药制药技术专业职业面向

专业大类

（代码）

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

食品药品

与粮食大

类（59）

药品制

造类

（5902）

医药制造

业（27）

药学技术人员

（2-05-06）

中药制药人员

（6-14-04）

检验人员

（6-26-01）

中药炮制

中药制剂

中药购销

中药检验

中药炮制工

药物制剂工

三、培养规格

1.素质要求

（1）思想政治素质：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

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文化素质：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方法能力，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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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文化品质和良好的思维机制，使其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且具有较强的

适应企业发展变化的能力，能很快适应岗位要求，有发展潜力。

（3）职业素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具

有敬业精神和职业荣誉感，热爱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具有专心专注、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分析能力、协调能力和创造能力；

具有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服务意识、环保意识。

2.知识要求

（1）具备必要的人文素质和自然科学知识；

（2）掌握英语和计算机应用的基本知识；

（3）掌握本专业所需的化学基础知识（基础化学、生物大分子结构、生物

学特性）；

（4）掌握本专业相关的药学微生物知识；

（5）具有中医学相关理论知识；

（6）掌握中药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7）熟悉中药有效成分的结构、性质，掌握其提取、分离方法；

（8）掌握中药鉴定的依据、方法和要点；

（9）掌握中药材饮片贮存的相关知识；

（10）掌握中药净制、炮制的方法及要点；

（12）掌握中药制药设备使用与维护知识；

（13）掌握中药饮品及中成药制备的方法；

（14）掌握中药质量控制的方法；

（15）掌握药品营销的基础知识与方法；

（16）熟悉药事法规的基础知识。

3.能力要求

（1）具有团结协作、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

（2）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及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3）具有计算机应用能力；

（4）具备中药饮品加工和鉴别能力；

（5）具备中成药生产、质量检验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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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常用中药生产设备使用与维护；

（7）具备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岗位技术问题的能力；

（8）具有运用药品相关法律法规从事中药制药生产、检测和监管的能力。

四、课程设置

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基于医药健康产业中的高端行业与高端岗位对复合

型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本专业以服务企业为出发点，以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

素养为核心，以过程监控为重点，以规范教学管理为保证，创建了“二元共育，

三步提升，四阶递进”人才培养模式。

按照“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依据人才成长与认知规律，

以培养学生药品生产与质控岗位专业能力为主线，将劳动教育、思政教育和创新

创业教育贯穿于学生培养全过程，按照职业基础学习、单项实验技能训练、岗位

操作培养、药品生产质控、真实药品生产五个阶段，构建“四融合、五阶段、理

实一体”课程体系。

课程按照课程类别分为职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拓展课程，按照课程性质

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按照课程类型分为理论课程、理实一体课程和实践课

程，按照考核类别可以分为考试课和考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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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结构（如图 1所示）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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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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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基
础
课
程

（
共4

2

学
分
）

1.大学英语（6） 7.职业基础数学（2）

2.体育与健康（7） 8.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Ⅱ、Ⅲ（1）

3.计算机文化基础（3） 9.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3）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 10.职业形象礼仪训练（2）

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4） 11.心理健康（1）

6.形式与政策（1） 12.理工数学、传统文化与语言、综合模块（9）

专
业
课
程
（
共96

学
分
）

综合实践项目

课程（4.5 学分）

毕业教育（0.5 学分）、毕业设计（论文）（2学分）

入学教育（0.5 学分）、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Ⅰ（1学分）

顶岗实习（24 学分）

拓
展
课
程
（
共1

3.5

学
分
）

专业

选修课程

（8学分）

通识教育选修

课程（5.5 学分）

第二课堂

（8学分）

1.劳动实践（2） 4.专业竞赛（2）

2.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2）

3.创新创业项目（2）

2.社会实践 5.生物制药岗位/生物技术类技能竞赛

1.学习筑梦（1）

2.职业素养养成训练（1.5）

3.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1-N（3）

1.实用电工技术（2）

2.药品仓储与物流管理（2）

3.药用英语（2）

4.中药制药设备（2）

5.中药药理（2）

6.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

7.营销心理学（2）

8.常见病诊断与用药指导 B（2）

1.基础化学（3.5）

2.生物化学 A（3）

3.微生物基础与实验技术（4）

4.分析化学 A（4）

1.中药学（3）

2.中药提取与分离技术★（4）

3.中药鉴定技术★（4）

4.中药饮片加工技术★（3.5）

5.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

6.中药销售与技巧★（2.5）

7.中药生产★（5.5）

8.中药质量检测技术★（5）

9. 中医基本理论（3）

10.药品质量保证实务★（2）

11.药事管理与法规（2）

1.双黄连片生产实训（1.5）

2.黄芩中黄芩苷的提取与含量测定（1.5）

3.药品质量管理综合实训（1.5）

实
践
课
程
体
系

专业课程

（36.5 学分）

单项技能训练课

程（4.5 学分）

专业基础课程

（14.5 学分）

验

证

性

实

验

1. 中药饮片鉴别实训（1.5）

2.中药炮制品制备实训（1.5）

3.中药制药企业产品营销实训（1.5）

图 1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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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核心课程说明

（1）中药提取与分离技术（06030821）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通过常用的中药有效成分提取原理与方法，苷类、醌类、黄酮类、生物碱类、

苯丙素类、萜类和挥发油、以及甾体类化合物的结构类型、理化性质、提取分离

方法等内容的讲授，使学生掌握中药各类化学成分的结构、性质、提取分离和结

构鉴定方面的理论知识及相应的操作技能，为日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2）中药鉴定技术（06030804）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通过中药鉴定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学习，通过常用中药的鉴定技术和中

药鉴定操作技能训练，使学生掌握中药性状鉴定、显微鉴定和理化鉴定的基本操

作技能，达到中药鉴定工作要求，为学生今后更好地鉴定、使用中药材奠定基础，

为后续的中药炮制加工技术、中药生产课程奠定基础。

（3）中药饮片加工技术（06030822）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通过对中药材的净选与加工、饮片切制的操作方法、要点及设备，以及炒法、

炙法、煅法、 蒸法、煮法、燀法、制霜法、复制法、发酵发芽法等炮制方法的

操作方法、注意事项、成品标准等内容的讲授，使学生掌握常用中药材的净选加

工、炮制方法与设备，掌握中药饮片加工的基本技能，为中药生产等后续课程的

学习奠定基础。

（4）中药生产（06030809）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以真实的、典型的口腔溃疡散、板蓝根颗粒、牛黄解毒片、天麻胶囊等中成

药为教学内容的载体，以实训室为教学中心，通过模拟口腔溃疡散、板蓝根颗粒、

牛黄解毒片等中药固体制剂、半固体、液体制剂的生产，实现培养学生制粒、压

片、胶囊填充、包衣岗位等典型岗位的岗位技能，培养自学能力、方法能力以及

树立规范意识、创新意识及职业素养，为制药企业一线生产打好基础。

（5）中药质量检测技术（06030810）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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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药企业质量控制（QC）岗位需求为依据，通过完成典型药品的原（辅）

料、中间品、成品检验工作，使学生明确制药企业质量控制（QC）工作的流程，

熟悉质量控制（QC）人员的工作内容，掌握药品鉴别、检查、含量测定常用的化

学分析法、仪器分析法、生物学分析法等分析方法，并能依据相关标准与规程完

成典型药品生产过程的检验工作，加强质量意识和责任心，具备从事中药制药企

业质量控制（QC）工作的职业能力与素质。

（6）药品质量保证实务（06030519）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以制药企业质量保证（QA）岗位需求为依据，通过对供应商资质审核、生产

过程监控、取样与留样、验证等任务的教学，使学生明确制药企业质量保证（QA）

工作的目的和流程，熟悉质量保证（QA）人员的工作内容，掌握供应商资质审核、

生产过程监控、取样与留样等工作的操作方法，并能依据相关标准与规程完成质

量保证（QA）工作，加强质量意识和责任心，具备从事制药企业质量保证（QA）

的职业能力与素质。

（7）中药销售与技巧（06030825）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针对中药制药企业的产品销售岗位而开设，培养面向药品经营企业、面向医

院等部门的产品推广、销售人员，支撑中药制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职业核

心能力——药品销售能力的培养。主要涉及营销基本理论、医药市场营销观念、

医药市场分析、药品销售的策略和方法、企业销售人员工作流程等内容。

2.专业方向课程说明

（1）实用电工技术（06030207）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使学生基本掌握直流、交流电路的基本概念，具有分析和计算简单电路的能

力；了解和基本掌握电气控制线路的典型环节，能够分析生产实践中常见的电气

控制线路；了解工厂供配电和安全用电常识，提高安全意识；认识和正确使用常

用电工工具和电工仪表进行测量。

（2）药品仓储与物流管理（06030525）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完成中药制药企业物流组织、中药仓储、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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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搭建等工作任务，使学生了解物流基本知识，熟悉中药物流管理、电子商

务结构的流程，熟悉中药企业仓储工作岗位职责与工作规程，能够初步完成电子

商务平台搭建任务，培养学生初步从事中药企业物流与仓储管理的职业能力。

（3）药用英语（06030625）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使学生掌握药学专业英语基本词汇，并能利用所学专业词汇完成对专业英语

材料、设备及药品英文说明书的阅读，以及用英文进行基本的专业表达，为进一

步的工作奠定基础。

（4）中药制药设备（06030819）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介绍中药制药机械基础知识、中药制剂生产常用设备的相关知识及设备标准

化操作规程和设备的使用与维护等内容。

（5）中药药理（06030806）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掌握中药药理学基本知识；掌握药效学、药动学理论知识内容、影响药物作

用因素，以及用药指导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典型药品药理学基础知识及其相关基

础理论；能够根据 GSP 管理规范，使用中药药理知识开展药品营销工作。

（6）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06030515）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通过药品批发企业质量管理、药品零售企业质量管理、和 GSP 认证三个任务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GSP 管理基本知识及内涵，掌握 GSP 管理法规内容，能够根

据 GSP 管理规范，开展药品流通领域企业质量管理，规范完成企业质量管理各岗

位工作与企业 GSP 内审与认证工作，为日后从事药品销售工作奠定基础。

（7）营销心理学（06030529）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通过对消费者（消费者的认知、情感、动机、个性心理）、不同人口学特征、

经济文化、社会群体、商品、价格、消费环境、广告、营销人员等多方面知识的

学习，使学生熟悉营销过程中心理学发挥的作用，掌握营销心理学在药品服务及

管理中的运用，能够理解各种因素在营销活动中对消费者的影响，同时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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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心理素质，正确的价值观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素。

（8）常见病诊断与用药指导 B（06030527）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通过对临床常见疾病的诊疗和常用药物的用药指导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临

床常见的各系统疾病及常用药物、用药指导有整体把握，并在知识掌握的基础上

能够指导实践，为消费者的用药安全、有效、合理、经济等方面给予综合的药学

服务，从而为学生日后从事药品销售工作奠定基础。

五、教学组织与评价

1.教学组织

（1）教学组织模式

遵循高职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做中学、做中教”的教学理念，充分利用现

代教育技术和实验室、实训基地的客观条件，选择合适的教学载体，针对学生和

不同教学内容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的室内教学和理实一体化教学。关键在于做好

课堂设计，以问题、任务、项目等驱动学生参与教学的整个过程，使学生成为解

决问题的主体。

（2）教学方法与手段

可以通过学生对比较直观的实际工作过程感性的特质，适当采用工学交替、

学训结合、任务驱动、项目导向、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等教学方式。采用比较

灵活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形式，让学生能够主动参与教学的相关过程。可以采

取讨论式、探究式、发现式的教学形式，例如案例分析、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启发引导等教学方法。

2.教学考核评价

（1）理论课程

多采取采用平时成绩和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终结性考试为闭卷考试占课程总成绩的 60%。

（2）理实一体课程

多采用平时成绩和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20%，终

结性考试分闭卷考试和技能考试，占课程总成绩的 80%。其中闭卷考试占课程总

成绩的 60%，技能考试占课程总成绩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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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课程

多采用过程性评价，突出能力的考核评价方式，体现对综合素质的评价。主

要从学生情感态度、岗位能力、职业行为等多方面, 对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

表现进行综合测评; 结果性评价主要从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技能的熟练程度、

完成任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

（4）在企业顶岗实习环节上，以企业评价为主，学校评价为辅，突出对学

生实习过程中表现出的工作能力和态度的评价。

六、实施保障

1.师资队伍

团队中专任教师 8人，专兼比 2:1，双师素质达 100%，高级职称占 23.5%，

硕士以上占 94.1%。其中吉林省科技创业导师 1人、长春工匠 1人。团队教师参

与国家资源库 1个子项目的建设。

2.实训条件

通过线上“云实习”软件管理校外实习实训，线下建设有功能齐备实验实训

室 12 个，总面积近 1000m2，资产总值近 1000 万，生均设备占有 2.5 万元，并按

照 GMP 要求，建成药物制剂实训室、药品质量控制实训室等。

3.教学资源

借助专业合作企业的资源，通过教学设计的一体化、媒体形式的多样化、教

学应用的多元化，建立符合当代职业教育需求的立体化教学资源。目前开发有模

拟仿真软件 2个、微课 15 个、教学视频 20 个、电子课件 20 种，试题库、评价

表等其他课程资源若干。

七、毕业标准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身体素质，符合学校规定的德育和体育标准，同时必

须通过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教学环节，毕业总学分达 151.5 学分。其中职业基

础课 42 学分，专业课程 96 学分，拓展课程 13.5 学分以上。达到上述标准，方

可毕业。

八、专业教学进程与学时、学分分配

1.职业基础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附表 1）

2.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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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拓展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附表 3）

4.学期学分、学时明细表（附表 4）

九、专业教学工作委员会

序号 姓 名
专业教学工作

委员会职务
工作单位 单位职务 职 称

1 徐亚杰 主任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副院长 副教授

2 曹伟东 副主任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专业带头人 讲师

3 白淑华 委员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院长助理 副教授

4 刘黎红 委员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教研室主任 教授

5 翁连海 委员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研究所所长 教授

6 孙晓玲 委 员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教师 讲师

7 赵毅 委 员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生物学院
教师 讲师

8 许振国 委 员 长春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工程师

9 张晓飞 委 员 长春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质监部经理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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