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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的
教材建设与特色
龙全江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药及中药制药技术专业高职教育现状，分析高职院校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
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探讨高职院校《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教材建设与特色。该教材建设应体现出校企
合作的开发机制，体现出最新的职业教育理念，在采收加工典型工作任务分析的基础上设计教学内容，
建立项目导入、任务驱动的教材结构模式。以此而建设的《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教材具有鲜明的高职
教育特色，能很好地满足高职教育教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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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ituation in TCM and TCM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eaching of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CM Medicinal Herbs Course, discussed the construction and features of textbook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CM Medicinal Herbs. This textbook should embody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up-to-date vocational educational ideas. It
should design teaching contents based on analysis of typical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asks, and build up the
textbook structure mode with the features of project lead-in and task-driven. Therefore,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CM Medicinal Herbs is with typic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al features, and can
meet the teaching demand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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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断更新的信息资源，这一资源优势是高校其他部
门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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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及中成药，而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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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教材，只有借助《中药鉴定技术》或《中药

采收加工是中药材生产阶段所经历的一个重要技术

基础概论》等课程对一些中药材品种的采收加工知识

环节，是形成合格商品药材必须进行的一项独特的制

做些零星介绍；大部分院校则只有采用本科院校《中

药技术。这一技术的核心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

药材加工学》教材开展教学。而本科教材是以“中药

对作为中药材来源的植物、动物、矿物进行采收和产

材加工学”学科知识系统化为该课程教学逻辑主线，

[1]

地加工处理，又称中药材初加工或中药材加工 。
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是近几年才兴起的、高

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其课程教学理论性太强，与生
产实际联系不紧密，忽视了学生职业实践能力的培养；

职院校中药及中药制药技术等专业的一门技术应用

课程设计理论与实践脱节，无法实现职业教育教学模

性专业创新课程，体现出对已有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内

式，学生从事中药材采收与产地加工实际操作的能力

涵的延伸，是体现中药及中药制药技术专业特色的重

不能得到真正的锻炼和提高。

[2-3]

要课程之一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中药

1.3 高职教育对该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的客观要求

材采收与产地加工基本理论，学会技术方法，熟知加

为满足高职教育对“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

工品规格，能进行质量评价及改进创新。随着对中药

改革与教材建设的客观要求，中药及中药制药技术专

材规范化种植工作的推进和对作为中药产业链第一环

业应该整体设计科学合理的、以项目化或模块化课程

节的中药材质量的日益重视，该课程逐渐被中药及相

为主体的专业课程体系，以满足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培

关专业高职教育所重视。其内容和所涉及的知识，在

养的需要。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中药的研究、生产、检验、流通、使用及管理等各领

更加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提高 ，用人单位十分

域的实践中均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满足这一课程

重视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现有课程教学无法

的教学需要和上述专业高职教育的专业培养目标，编

适应市场对人才规格的需求。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必

写适于高职院校教学的教材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通

须对该课程进行课程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教材建设。

过对目前高职院校中药及中药制药技术专业教育现

2

状分析，结合自己主编出版该教材的编写体会，就《中

[6]

《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教材建设与特色
为满足上述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满足高职教育

药材采收加工技术》教材编写与教材特色阐述如下。

对该课程教材的要求，笔者在主编出版本科院校“十

1 现状分析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药材加工学》的基础上，

1.1 当前高职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

结合近些年在高职院校从事教学实践与教育教学研

在产业生产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对职业教育的

究的经验，完全融入高职教育的全新理念，开发该课

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培

程教材并主编出版。《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教材具

[4]

养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当前，高职教育中的学科

备如下特色。

课程体系仍然存在，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2.1 建立校企合作的开发机制

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简单实践技能的掌握，而忽略

本教材是与合作企业共同合作开发。学校聘请合

了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新时期对高职人才培养

作企业专家进教研室，教师进企业或中药材专业合作

的需求迫切要求建立“体现核心课程理念、课程结构

社，充分利用教师的理论知识和企业专家的实践经验，

[5]

模块化或综合化的课程体系” 。因此，课程设计也

在课程专家的指导下，由企业专家和专业教师共同制

应该按照工作需要选择技术实践知识，强化综合职业

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并组织教材编写。

能力培养的意识。设计中可通过实践性问题引申出理

2.2 体现最新的职业教育理念

论知识，实现理论与实践知识的整合。例如，可通过以

以建设基于工作实践的项目化课程为目标，教材

案例化学习单元为特征的项目课程把实践知识、理论知

编写坚持注重对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根据专业

识与实际应用情境结合在一起，实现学习领域的具体化。 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的特
要真正建立起满足高职教育需要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

点，以能力为本位，对接岗位，坚持以职业实践为主

弥补当前高职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

线，整合理论与实践知识，设计学习项目。让学生在

1.2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掌握中药材采收加工知识和技能，

高职院校“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课程教学存

在的问题
在该教材出版之前，部分院校由于找不到适合的

着眼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引领职
业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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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设计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基础上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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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取紧紧围绕工作任务完成的需要，参照中药及中

本教材内容设计完全按照当前中药材加工企业

药制药技术《专业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表》中“中

所面向的采收加工工作任务定位和任务的职业能力

药材采收加工岗位”及“中药前处理岗位”任务领域

定位展开项目课程的开发。通过典型工作任务分析，

的分析结果，充分考虑高职教育对理论知识学习的需

形成综合能力领域，并根据认知规律，重构能力领域

要，融合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对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要

转换为教材内容。根据完整思维及职业特征，分解学

求，突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

习领域为主题学习单元，并有机嵌入中药材专业合作

教材结构以每个具体项目为中心，从“企业真实

社及中药材加工企业的相关加工操作职业能力标准，

任务”着手，通过设计完成“任务”的方法与步骤，

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很快适应岗位要求。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掌握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

2.4 建立项目导入、任务驱动的教材结构模式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既达到

根据中药及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培养技能型人才

了实际能力的培养，又达到了职业能力的训练。教材

的目标及中药材加工企业技术人才调研需求，编写教

内容涵盖典型工作任务；实践问题、理论知识、操作

材时在继承中药材采收加工传统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技能与操作注意事项均与采收加工相关工作岗位切

上，吸收了近年来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结合学习项

实关联；以实践问题解决为纽带实现理论与实践也即

目介绍了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的基本理论及各类中

知识与技能的有机整合，并有机嵌入职业标准、行业

药材的采收和产地加工方法和操作技术；结合当前的

标准或企业标准。

生产实际，介绍了中药材的包装材料与方法。编写体

总之，通过上述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将提高高

例结合课程自身特点，采用基于典型工作情境、生产

职学生进行中药材采收加工及中药前处理作业的能

过程的项目导入、任务驱动模块化结构。本教材共分

力，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真正的锻炼和提高。

15 个学习项目，每一个学习项目又有数量不等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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